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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 日“世界湿地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13 新 闻 频 道 和
CCTV—1新闻联播栏目，
先后报道了舞阳县莲花镇
沙河国家湿地公园湿地生
态修复的典型案例。

“近几年，莲花镇高度
重视国家级沙河湿地公园
的保护和修复工作，通过退

耕还林、湿地清淤、种植水
生植物等一系列举措，使湿
地生态得到了科学有效的
修复，并取得了良好的生态
效益。”2月3日，舞阳县莲
花镇党委书记苗建伟说。

据了解，沙河国家湿地
公园是中原地区河流湿地
的典型代表，是漯河市最重
要的湿地之一，其位于舞阳

县莲花镇泥河洼滞洪区，分
管理服务区、科普宣教区、
合理利用区、生态保育区和
湿地交流区五个功能区，总
面积651.33公顷，湿地面积
449.9公顷，湿地率69.07%，
其中，河流湿地 386.78 公
顷，人工湿地 63.12 公顷。
2017年12月22日，通过国
家林业局2017年试点国家
湿地公园验收，正式成为

“国家湿地公园”。
据统计，沙河国家湿地

公园内生长有蒲、苇、莲、
菱、萍等群落，共有植物82
科 222种，鸟类15目 31科
125种，两栖类1目4科12
种，爬行类3目8科 19种，
兽类5目8科24种，鱼类8
目14科27种。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明奇 帅鹏 嘉铭 文图

“今天集中开工10个项
目，总投资40.3亿元，涵盖先
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新型
城镇化等众多领域……”近
日，在瑞和速食产业园项目
现场，漯河市郾城区正在举
行第七期“三个一批”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奠基仪式。

据悉，本次开工的项目
以瑞和速食产业园项目为
首，该项目专门从事速冻食
品及健康食品产业，集研
发、生产、仓储、物流为一

体，科技含量高，带动效应
强，市场前景广，对于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全面建设

“三区四高地”现代化新郾
城，推动漯河五千亿级和河
南万亿级食品产业提质赋
能有重大意义。

春节期间，由于疫情放
开以及相关稳岗稳产若干
政策措施，企业订单呈现井
喷式爆发，特别是国外订单
供不应求。郾城区以“防疫
情、稳增长、保态势”为工作

重点，做好稳岗稳产政策宣
传，开展助企纾困解难活
动，确保省十项重点稳岗措
施落实落地，为企业假期不
停工做好后盾支持。

下一步，郾城区将继续
做好辖区工业企业复工复
产，不断提升项目、企业的
开工率、投产率、达效率，全
力做好运力保障，以“开门
就是开战、开局就要决胜”
的姿态，拼抢第一季度“开
门红”。

漯河市郾城区
冲刺首季度“开门红”开足马力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星 刘宏彬

近日，大河报·豫视频
记者了解到，漯河市临颍县
小商桥景区，开展诵读《满
江红》赠门票活动。

随着电影《满江红》的
热播，小商桥景区作为岳飞
成名之战郾城大捷的主战
场、千古绝唱《满江红》的创
作地、其大将杨再兴血战小

商河的殉国地，已成为社会
各界的关注点，成为广大游
客纷纷慕名前来参观学习、
触摸历史、感受爱国情怀的

“打卡地”。
为进一步弘扬岳飞和

杨再兴精忠报国精神，回馈
广大游客，景区决定从2023
年1月29日起，开展为期一

年的游客诵读岳飞《满江
红》赠送景区门票活动：凡
在小商桥景区内《满江红》
石刻前诵读岳飞《满江红》
并将视频发布到抖音平台
上的游客，都可到景区驿站
茶室免费品茶，并获赠景区
内竹石文化园或民俗文化
园门票一张（二选一）。

诵读《满江红》,临颍小商桥景区赠门票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何鸣 韩静

2月 5日上午，由中共
漯河市委宣传部指导，漯河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源汇
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漯河
市文化馆、源汇区文化旅游
局承办，源汇区文化馆、河
上街景区协办的漯河市
2023年民间艺术大赛在河
上街景区隆重举行。

上午 9时，鼓声激昂，
锣声铿锵。来自郾城区孟
庙镇何庄村的青龙舞率先

登场，舞龙者身穿青彩衣，
舞珠者身穿红彩衣，舞龙
时龙跟珠做各种动作穿
插，辗转腾挪，鼓绸飘曳，
甚为壮观。来自源汇区空
冢郭半坡村的秧歌队翩翩
舞动，身架灵活，逗趣诙
谐。

据了解，春节期间，漯
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
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各
县区积极响应，组织实施

基层选拔活动，共举办100
多场民间艺术展演活动。
经过层层选拔，共有18支
代表队伍参加全市角逐。
大赛节目形式多样，主题
鲜明，既有传统的狮舞、龙
舞、高跷、旱船、秧歌、脑
阁、肘阁、锣鼓、铜器舞，又
有武术表演等融入现代元
素的节目，集中展现了新
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
生活。

漯河市2023年民间艺术大赛成功举办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会锋 晓亚 张玉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尹红娅 寇志强

2月4日下午，漯河市二
院（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
儿童重症医学科等医护人员，
走进市儿童福利院开展“情系
福利院义诊暖人心”志愿服务
活动，与小朋友们共度元宵佳
节，给他们送去温暖与关爱，
带去花灯、元宵、水果等生活
用品，以及原本属于他们的欢
声笑语。

短短的两个小时里，医护
人员陪孩子们做手工汤圆、玩
游戏、猜灯谜、闹花灯，还给孩
子们送上亲手制作的节日贺
卡……孩子们开心雀跃、兴奋
不已，灿烂的笑容一直挂在孩
子们脸上。“患儿除了身体疾
病需要精心治疗，还需要心灵

的呵护。”漯河市二院院长魏
松介绍说，每年的春节、六一
儿童节等节日，该院医护人员
都会以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和儿童福利院患儿一起度过
快乐的节日，让他们感受到更
多关爱。

据了解，漯河市二院作为
市儿童福利院长期定点救治
单位，长期以来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持续与儿童福利院开展
深度合作，开通绿色通道，安
排经验丰富的专家不定期去
义诊和慰问等志愿活动，多年
来一直为儿童福利院努力做
好医疗保障服务，让孩子们真
切体会到社会大家庭的浓浓
暖意。

漯河市人社局
巧借灯展“吸群聚”
为留英才“真给力”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鹏 孙熠然

2月5日，正月十五元宵
节夜，万余盏造型唯美彩灯照
亮了漯河市沙澧河两岸。在
4A级沙澧河景区红枫广场，
游人如织欢闹元宵，巨大显示
屏滚动播放着双汇、卫龙、极
兔、中大恒源等漯河重点企业
（项目）发布的招聘信息，千余
个工作岗位吸引一批又一批
游玩市民驻足观看。

“元旦刚过，我们就着手
启动2023年春风行动系列
招聘活动，组织人社系统深
入企业，摸排统计缺工信息，
集中3个月时间，通过采取
现场组织招一批、线上集中
发一批、网络直播带一批、视

频拍摄送一批的‘四个一批’
模式，全天候不间断开展线
上线下招聘，着力保障好企
业用工和劳动者就业。”漯河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
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本次“灯廊招
聘”是漯河市2023年春风行
动暨就业援助月活动的重要
内容，也是落实“万人助万
企”活动的举措之一。截至
目前，该市已举办各类专场
招聘、直播带岗等活动62场
次，累计发布岗位信息2.3万
个，有力服务了本地企业（项
目）用工，为市域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了力量。

交出了优良“成绩单”
漯河市民政局在全省会议作典型发言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寇志强

近日，2023年全省民政
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漯河
市荣获“2022年度民政工作
先进市”“2022年高标准筑
牢安全发展底线先进市”，舞
阳县荣获“2022年民政工作
先进县”。漯河市民政局党
组书记、局长方高峰，以《打
造创新驱动“新引擎”跑出高
质量发展“加速度”》为题作
典型发言。

2022年，漯河市民政局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在省民政厅的精心指导
下，抢新机、闯新路、开新局，

全面突破、蝶变成长，交出了
振奋人心的“成绩单”，驶入
了高质量发展“快车道”。全
年共获得市级以上荣誉30
多项，补齐了3个市级民政
服务设施短板，在全市历次
月讲评中始终处于第一方
阵，在市人大常委会工作评
议测评中满意率100%。

漯河市民政局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认真贯彻落实全
省民政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先
进找差距、增创优势树特色、
抢抓机遇上台阶，跑出漯河民
政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沙河国家湿地公园，一天两次被央视“点赞”

免费义诊送温暖
漯河市二院走进市儿童福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