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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辖市、省直管县（市）

第十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项目签约情况

4月8日-10日，第十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在郑州成功举办。省辖市在签约中心签约合
作项目392个，总投资额2897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
项目35个，投资额213亿元；内资项目357个，投资额
2684亿元。省直管县（市）自行组织签约项目57个，
总投资额241.5亿元。

现将签约项目予以公布，省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省商务厅将据此督导、定期通报、跟进落实。

河南省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河南省商务厅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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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管县（市）签约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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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江勇

新乡市延津县，即将收获的50万亩
优质小麦种植区内，麦浪翻涌似海。5月
17日，中国优质小麦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
此成立，标志着推进我国优质小麦产业现
代化发展的产学研“航母”正式编队启航。

“优质”助推小麦产业升级

河南为什么要领头组建全国性的优
质小麦产学研用创新联盟？

作为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我省小
麦产量高达全国四分之一强。在不断追
求高产稳产，创造了夏粮“十二连增”骄
人佳绩的同时，小麦生产中“卖粮难”、

“卖不上好价”等问题也日渐凸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省农业科

研机构近年来大力研究、发展优质高
产小麦种植。”中国优质小麦产业技术
联盟理事长、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副

所长雷振生研究员告诉记者，促进小
麦产业升级，实现优质高效发展，对于
我省农业结构调整意义重大，是通过
科技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必
然路径。

雷振生说，为了把产学研三者结合
起来，改变小麦产业模式，实现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正式成立了中国优质小麦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29家联盟单位组成“舰队”

成立大会上，中国优质小麦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排出了国内小麦产业界强大

“阵容”：以程顺和、赵振东、张新友三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为首，邀请了国内一批
顶尖的业内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组成30
人专家委员会；以河南金粒麦业有限公
司为首，汇聚了29家国内一流的产学研
机构作为成员单位。

优质小麦三年超1000万亩

“要实现优质小麦产业的快速健康
发展，就必须实现基地化、规模化种植，
统一实现优质小麦的标准化、集约化、商

品化、循环化发展。”雷振生说，联盟成立
后的当务之急，是吸纳更多优秀产学研
机构参与，加快建立稳定的优质商品粮
基地。他表示，联盟三年内的目标，是将
优质小麦种植基地面积扩大到 1000万
亩以上。②9

本报讯（记者 杨万东）5 月
17日，郑州市教育局发布《郑州市
教育局关于 2016 年郑州市区普
通高中体育艺术特长生招生工作
的通知》。考生需要注意报名条
件等方面。

考生符合下列条件可以报
名：（一）具有郑州市区户籍，在市
（区）教育行政部门注册学籍；外
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父母一方
有合法职业和稳定住所（含租
赁），且在郑州缴纳社会保险1年
以上（含 1年），在市（区）教育行
政部门注册学籍，并在学籍注册
学校连续就读 3年。（二）报考体
育传统项目学校的考生为 2013
年小升初体育尖子生；或在初中

阶段参加市级以上教育、体育行
政部门主办的体育活动，并获得
前八名（持有证书）的考生；报考
足球传统项目学校或全国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的考生可以凭借初
中毕业学校体育教师、足球知名
专家的推荐信取得报名资格。
报 考 艺 术 团 特 长 生 的 考 生为
2013年小升初艺术特长生；或在
初中阶段参加市级以上教育、文
化行政部门主办的艺术活动，并
获得艺术三等奖以上（持有证书）
的考生。

特长生报名时间：5月19日上
午 9：00～12：00，下午 3：00～6：
00。报名地点：郑州回民中学体
育馆（城北路4号）。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5月
17日，2015年凭借一首《穿过大
半个中国去睡你》而火遍中国，被
称为“脑瘫诗人”、“农民诗人”的
余秀华第三次来到郑州，在松社
书店与读者分享她第三本诗集
《我们爱过又忘记》背后的故事，
讲述她对诗歌与生活的理解。“诗
歌是什么？我说不好。但我觉得
应该是在苦难中找到诗意。”余秀
华说，诗歌通向灵魂，灵魂只能被
自己了解。

“至于我们的相遇，我有多重
比喻，比如大火席卷麦田……”
分享会上，余秀华吃力又陶醉地
给读者朗诵新诗集里的《何须
多言》。

余秀华说，真正写诗的状态
是在痛苦之后的平静，所谓痛
定思痛。《我们爱过又忘记》是
一本爱情诗集。对此，许多读
者问道：你的诗歌大部分都跟
爱情有关，是否正在经历一场

爱情？
“真正能得到爱情的人是写

不出诗歌的，我是因为求而不得
才写。我的那些爱情诗，都是在
我很痛的时候写出来的。”余秀
华回答。

《我们爱过又忘记》里的150
多首诗是余秀华这两年的新作。
这本诗集，见证着她从无名到爆
红的命运转折，丈量着她从乡村
走向广阔天地的蹒跚步履……遍
历人间风景，从喧嚣回归内心，其
作品更加成熟，饱含生命的张力
和能量。

与许多“网红”不同的是，余秀
华是真正的实力派。她的诗集《月
光落在左手上》短短一年卖掉了
15万册，成为20年来国内诗人最
畅销的作品。2015年，她几乎拿
遍了整个诗歌界、出版圈的重要奖
项：先后获得《诗刊》“年度诗人”、
中国诗歌学会“年度诗人”、中国作
家榜“年度诗人”等。③6

□本报记者 王绿扬

5月 15日中午，家住安阳市
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的 12岁女
孩刘彩金一吃完午饭，就和几
名小伙伴相约来到离家不远的

“微光书苑”。“我和同学经常到
这里看书、写作业，有时候大家
还会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刘
彩金说。

“微光书苑”的创办人是李石
村村民李翠利。她介绍，自己原
先经营着一家小超市，与乡亲们
接触很多。渐渐地，她发现乡亲
们物质生活逐渐富足，但精神生
活贫乏。“我当时考虑，要是有个
地方让乡亲们免费看书就好了。”

李翠利的想法得到了全家人
的支持。2011年，她带着家人凑
的1000元钱，到县城买了几百册
书，回来摆在超市一角的货架上，

“微光书苑”正式成立，所有图书
免费供村民借阅。李翠利说，书
苑之所以起名“微光”，是希望通
过自己的微小之光，把文化的种
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书苑开张后，借书的村民越

来越多，原有的书逐渐难以满足
乡亲们的阅读需求。为了募集到
更多适合村民和留守儿童阅读的
书籍，李翠利走遍了附近的旧书
摊、废品站，骑着三轮走街串巷收
集旧图书，还在网上发出求助信
息；母亲拿出了积攒的 2000 元
钱，交给她买书；父亲几年来坚持
自己订报，供大家免费借阅；李翠
利的老公和孩子也都成了书苑的
志愿者，为大家服务。在全家的
努力下，“微光书苑”目前藏书已
经超过5000本。

经过 5 年的发展，“微光书
苑”已推广到了 27家合作店，书
苑走进了超市、旅店、诊所、幼儿
园，受众达 10万人次。如今，在

“微光书苑”所有的合作店里，无
论男女老少，无须任何证明，都可
以免费借阅各类图书。书苑定期
开展的“小小演讲家”、健康知识
板报连载等活动，不断丰富着村
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我有个愿望，希望能找到一
个更大的场地，扩大现有图书的
受众，让图书通过交换、借阅‘活’
起来。”李翠利说。③12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5月
17日上午，河南省2016年优质小麦观
摩暨中国优质小麦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成立大会在新乡市
延津县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务院
国资委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
种子企业、粮食企业的负责人 200 余
人，共同见证了联盟的成立。

据了解，5月9日，成立联盟的申请
报告得到了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的
正式批复。据介绍，联盟由河南金粒麦
业有限公司联合省农科院、中原粮食集
团、河南农业大学等 20 余家科研、生
产、加工单位倡议发起，由全国其他小
麦产业领域相关单位参与，基本囊括了
国内小麦教学、研究和相关产业领域的
代表性机构和单位。③10

本报讯（记者 杨万东）郑州市第
一中学校长朱丹，在5月15日该校高
三学生毕业典礼致辞中，因为一句“大
学既是读书又是恋爱的时期，你们不
要放弃这个机会！”而成为网红。

其实，致辞的主题为“自主、自强、自
省”，多处引用名言、佚事。在结尾时，
朱丹提到一位校友曾经说过的两句
话：第一句是“一中三年该做的我都努
力做了，唯一遗憾的是没有谈场恋爱”。
第二句是“如果让我回郑州一中重来，
我觉得还要把这个遗憾留下”。朱丹认
可这种想法，高中不要早恋，因为这是
把书念好的时期。然后他告诉同学们，
不要放弃在大学谈恋爱的机会。

但当原句演绎成为“大学是恋爱
好时期”之后，迅速蹿红，国内多家媒
体转载。“本来是一带而过的话。”朱丹
告诉记者，过分解读可能会让人误解。

“恋爱是人生的一课，在对的时间
去做。”朱丹说，高中阶段，学生心智不
成熟、学业负担重、阅历不够多，不适
合谈恋爱。而在大学，学生年龄合适，
有时间思考婚姻和家庭，遇到志同道
合的不妨去恋爱。③6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管庆
义 张文锋）记者5月16日获悉，濮阳
县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的4名教师，近
日在阿里巴巴集团总部参加完为期一
个月的跨境电商培训，取得了“阿里巴
巴全球速卖通大学院校讲师证”，成为
濮阳县职教中心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的
首批教师。在一个月前，该中心与阿
里巴巴正式签订合作协议，成为全省
首家与阿里巴巴合作的院校。

速卖通是阿里巴巴旗下唯一面向
全球市场打造的在线交易平台。阿里
巴巴全球速卖通大学经过2年的高速
发展，成长为专业的培养跨境电商人
才的机构。

据介绍，速卖通大学与濮阳县职
教中心在电子商务专业共建、跨境电商
人才培养，电商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实
施共同办学，同时，还将把下属一家年
销售额达2亿元的运营公司迁驻濮阳
县电子电器产业园，作为速卖通大学官
方合作院校的专业实训基地。③10

郑州市区高中特长生
明天报名

湖北诗人余秀华来郑分享新书

在苦难中找到诗意

李翠利：让书香浸润乡村

网红校长谈“恋爱”

牵手阿里全球速卖通大学

濮阳县职业教育
搭上“国际快车”

超强阵容打造产业联盟 三年内优质小麦种植面积计划超1000万亩

河南小麦从“量变”迈向“质变”

中国小麦产业技术联盟延津成立
相关新闻

关 注

老皮影 新故事

5月14日晚，罗山县周党镇龙镇村锣鼓铿锵，罗山
皮影戏剧团正在演出新排的剧目，内容是讲述信阳供电
系统一对父子建设电网，为千家万户提供可靠电能的故
事。观众看到身边人的身边事搬上皮影戏台，都觉十分
新鲜和认可。⑤4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影报道

▶表演现场。
▼展示皮影的制作工艺。

5月 17日，在内乡县衙博物馆内，小游客们正在体验电子签名。
内乡县在全县范围内积极打造“智慧”景区，引进电子签名系统供游客
签名留念，有效引导游客文明旅游。⑤4 樊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