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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2 月
19日，记者从省文化厅获悉，截至
目前，省非遗中心共组织拍摄朱
仙镇木版年画、浚县泥咕咕等省
级以上非遗传统美术类项目 94
项，实地采访传承人115名，存有
访谈录音 300余小时，抢救性记
录了一批珍贵资料。

传统美术类项目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冲击下，一些
民间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正在加
速消亡，传承、保护后继乏人。
2015年 3月，我省启动传统美术
抢救保护工程，这是继“河南省稀
有剧种抢救工程”之后开展的又
一项专项抢救保护工程。

经过两年时间的积极推进，
我省摸清了家底，目前共有传统
美术类国家级非遗13项、省级非
遗 81项，涵盖雕刻、泥塑、面塑、

编织、剪贴等多个方面，具有珍贵
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民俗价
值；传统美术类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 7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85
名。在实施抢救性记录过程中，
为每个项目建立一套纸质和数
字记录档案、编辑一批书籍图
录、拍摄记录一批项目和传承人
专题片、征集一批实物和作品、
建成一批专题展示馆、培养一批
传统美术艺术人才，对全省四级
名录体系内的传统美术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保护和传
承。如汴京灯笼张彩灯博物馆、
韩玉琴韩式女红展厅、平顶山舞
钢轧琴传习所等美术室、工作坊，
汇聚了新一代传承人在此学艺、
创业、授徒。

此外，我省还收集了传统美
术相关实物、作品、工具 26824
件，其中省级以上9803件。③4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通讯
员 蔡旭晓 穆文涛）“目前，郑州
新郑国际机场已建成和规划5条
飞机跑道。上街机场经过升级改
造，可以满足中大型飞机的起降
条件，可作为郑州的第 6条飞机
跑道。”2月16日，在上街机场，郑
州市上街区委副书记李新军向记
者介绍说。

记者在现场见到，该机场包
括机库、通航大厦、机场综合服
务中心、气象观测站、机场航管
工程、机场灯光工程、联络道等
的改扩建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据介绍，目前二期升级改造工
程和接下来的三期升级改造工
程全部完成之后，上街机场可
以实现波音 737、空客 A320 等
中大型飞机的常态化起降。以

后，中大型飞机直航到新郑国际
机场后，可以摆渡到上街机场，
在上街机场的跑道上完成货物
分拨，再由小型飞机运送到周边
区域。

今年 1 月，郑州获批成为国
家首批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
区。李新军说：“加快建设示范
区，可快速形成‘1+1+N’（国际
机场+通航核心机场+其他通航
机场）的航空运输体系，使新郑
机场真正实现中原经济区航空
业务全覆盖。同时，示范区与郑
州航空港区在产业上可形成互
动发展，承接郑州航空港区航空
物流的分拨配送，为郑州航空港
区提供维修、维护、航空培训等
基础支撑和分流服务，形成更加
完善的临空经济产业链。”③7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我省
考生在家门口上国外大学多了
新选择。2月 16日，记者从省教
育厅获悉，根据《教育部关于公
布 2016 年下半年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审批结果的通知》，我省申
报的 3个项目获得批准，计划今
年开始招生。

新增的 3 个项目分别为：郑
州大学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斯
托特分校合作举办机械工程专
业本科教育项目，河南师范大学
与法国佩皮尼昂大学合作举办

法语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华北水
利水电大学与韩国启明大学合
作举办环境设计专业本科教育
项目。

这3个项目的办学层次和类
别均为本科学历教育，学制4年，
2017至 2021年每学年招收一期
学生。招生人数方面，郑大、华水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每期招收120
人，河师大项目每期招收 100
人。我省的教育收费公示显示，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费标准应
不超过18000元/生/年。③3

本报讯（记者 李铮 通讯员
司马连竹）南阳卧龙综保区迎来
新春“开门红”。2月 17日，该综
保区配套建设项目南阳卧龙服装
城与温州奥奔妮集团签约，将合
作建设年产值 10亿元、年产 500
万条（件）裤衫智能生产线。

据南阳卧龙综保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项目预计今年 8月正
式投产，将采用智能化生产流水
线，设计产能日产两万件（套）、
年产 500万件（套）服装，预计年
产值 10 亿元，可为当地带来近
2000 个就业岗位。同时还将依
托综保区对外开放口岸的便利
条件，开展跨境电商业务，面向
俄罗斯等“一带一路”国家出口

创汇。
南阳卧龙服装城位于卧龙综

保区二期项目核心位置，项目合
作方温州奥奔妮集团是一家集汽
车、酒业和服装制造于一体的综
合性企业，旗下的制衣公司是浙
江省服装龙头型企业，产品市场
辐射北京、上海、山东、新疆等2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并出口
到多个国家。

省服装协会会长李刚表示，
温州奥奔妮制衣落户南阳，有望
使当地成为男裤制造业中心，与
占据全国女裤半壁江山的郑州裤
业市场互为呼应；同时，将在承接
产业转移、提升南阳先进制造业
水平方面发挥突出作用。③7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常军

“春节过后，我们刚刚复工生
产，供电公司就上门为我们检查用
电线路和设备。正是有了这样‘保
姆式’的贴心服务，才使得企业快速
发展壮大。”2月16日，谈到电力部
门的服务时，位于鹿邑县的国良化
妆用具公司负责人丁永军称赞不
已。

去年以来，鹿邑县立足本地尾
毛加工传统优势，大力实施“引凤还
巢”工程，鼓励鹿邑籍在外创业成功
人士返乡创业，着力打造“中国化妆
刷之乡”。对此，该县供电公司积极
配合，超前谋划，将县产业集聚区电
网规划和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为入
驻企业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去
年2月 3日，该县产业集聚区内新

建110千伏苦县变电站配
出的8条10千伏线路正式
投运，集聚区供电电源布

局新模式正式启动，不仅提高企业
用电可靠性，同时实现了集聚区重
要客户用电和生活、农排供电分线
供电。

“老家现在的投资环境好了，
供电可靠性提高，县里给了很多优
惠政策，大力扶持尾毛化妆刷行业
发展，我们就趁着这个‘东风’回来
了。”河南明新化妆用具有限公司
董事长梁庆之说。

“志元南线、志元北线这两条
10 千伏线路是专门为尾毛产业
园架设的，目前，尾毛产业园专
供配电线路共有 3 条，整个产业
集聚区 10千伏线路达 12条。”鹿
邑县供电公司配网主任李有才介
绍说。

电力搭红线，引得金凤来。目
前，鹿邑县产业集聚区已实现新落
地化妆刷企业 73家，已经运营投
产 30家，在建厂房企业 43家，全
县年生产羊毛衫、家纺织品 3000
多万件。③4

□本报记者 代娟
本报通讯员 闫丽娜

2月 19日清晨 5点的封丘县留光
镇短堤村，村民们大多还在熟睡，53岁
的柴承高已经开始村里的保洁工作。

小时候因病致残的柴承高，走路一
瘸一拐，右手则完全僵硬丧失功能。家
里有80多岁的老父亲和17岁的女儿，
全指望他一个人，他家是远近有名的贫
困户。老柴人勤快、肯吃苦，但以前光
靠几亩地，没能从穷窝里跳出来。

让柴承高没想到的是，这两年，家
里的日子大变样。根据封丘县创新的

“1+2+N”扶贫方法，封丘县、乡两级政
府针对柴承高家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帮
扶计划，由驻村工作队派出一名队员
专门负责一对一结对帮扶，使他家至
少享受两项脱贫优惠政策，同时对其
全家三口人每人制定一条帮扶措施。

如今，村里为柴承高安排了保洁
这个公益性岗位，每月300元钱；组织
他家流转了一亩半土地，加入了合作
社。驻村工作队为其担保买的母牛生
了两头小牛犊，还帮他女儿学技术、找
工作……

享受政府扶贫政策以后，柴承高
看到了摆脱贫困的希望，干劲十足。
每天天不亮就开始打扫卫生，有空就
去田间地头给牛捡草料，节省了养牛
成本，把几头牛养得膘肥体壮。农忙
时，他到村里的合作社打零工，干些除
草、打农药之类的轻活，每天能收入50
元钱。他说：“日子有盼头了，俺有使
不完的力气。”

“流转一亩半土地，一年1800元；
加入合作社一年分红1200元；公益性
岗位一年 3600 元。加上每个月享受
135元的低保金、老父亲每月 78元的
养老保险、女儿现在每月工资2000多
元，一年下来全家收入3万多元。秋天
两头小牛出栏，至少还有 15000元的
进账。”柴承高掰着指头跟记者算着
账，高兴地说：“党的扶贫政策这么好，
只要俺肯出力，一双残手也能摘掉贫
困帽，过上好日子。”③7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郜敏

人勤春来早。2月 19日，在太康
县白云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记者见
到了正忙着为温棚黄瓜浇水的当地村
民刘同民，他高兴地说：“春节那几天
在基地上班，每天领双倍工资。”

刘同民今年67岁，是太康县老冢
镇前岗村人，老伴常年有病，儿子在外
地打工，是村里出了名的贫困户。去
年通过太康县“合作社+生产基地+贫
困户”的精准扶贫模式，由财政扶持
5000元扶贫资金入股到白云蔬菜合
作社，每年分红2000元。他本人在蔬
菜基地打工每月工资1500元。

“工资加上分红，一年收入不会低
于1.4万元，日子好过多了。”刘同民说。

白云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周口
市精准扶贫示范基地。问起温室大棚
的收益，理事长李顺昌告诉我们：“一
座大棚种两茬，头年 9月份开始种黄
瓜，可栽培黄瓜 4000棵，采摘期 6个

多月；次年3月份套种苦瓜，5月下旬
就可以上市。每棚黄瓜收益6.6万元，
苦瓜两个月能卖1.5万元，去掉棚膜、
种苗和人工等费用，每棚净利润在4.5
万至5万元之间。”

据了解，白云合作社有社员160多
户，温室大棚110多座，春秋大棚500
多亩，年产各类瓜果蔬菜 300多万公
斤，产值 2000多万元。去年，合作社
对接了老冢镇301户贫困户的脱贫工
作，为8个贫困村培训了50名致富带
头人，安排了150多名贫困户在合作社
基地务工。

春节期间，老冢镇领导带领贫困
户代表，敲锣打鼓来到白云合作社，赠
送一面上书“爱心企业、精准扶贫、心
系百姓、为民解忧”的锦旗。李顺昌笑
着说：“党委政府帮我们做大做强，我
们帮贫困户脱贫致富回馈社会，这是
理所当然的。”③7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通讯
员 翟庆楠 吴江博）2月 18日，长
垣县举行城市建设提质工程暨第
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据介绍，一季度长垣县拟开工亿
元以上项目 32 个，总投资 115.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9.3亿元。

此次开工的项目中，包括工业
项目15个，总投资22.6亿元，主要
有投资3亿元的屋顶分布式光伏

发电、投资2.3亿元的创新创客中
心等项目；城建项目14个，总投资
45.7亿元，主要有投资9.3亿元的
百城提质市政道路、投资3.4亿元
的生态廊道等项目；农林水项目2
个，总投资46亿元，即投资43.5亿
元的生态水系建设、投资2.5亿元
的华锐集装箱养鱼二期；社会事业
项目1个，总投资1.4亿元，即蒲东
中心校中学部项目。③4

长垣县32个亿元以上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115.6亿元

我省抢救性记录一批
传统美术代表项目

上街机场升级改造

中大型飞机可常态化起降

我省高校新增3个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南阳卧龙综保区喜迎“开门红”
年产值10亿元智能服装生产线签约

手残也能
摘穷帽

电力牵线引“金凤” 大棚里追寻致富梦

图① 2月16日，滑县赵营乡魏寨村村
民正在做虎头鞋。该村积极拓宽就业途
径，引导农村妇女制作虎头鞋，在家创业，
增加收入。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图② 2月 18日，宁陵县城郊乡徐大
庄村村民用微型机播耧为小麦追肥。气
温回升，小麦即将进入返青拔节期。当地
农民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投入到冬小麦管
理当中。⑨7 徐华新 摄

图③ 2月 19日，西峡县双龙镇陈坪
村的河南伏牛山百菌园，工作人员忙着采
摘新年的第一茬香菇。该园以成本价出
售菌棒给当地贫困户，并托管在园区温控
种植大棚，帮助他们脱贫致富。目前，该
县 113户贫困户在该园托管菌棒 44万
棒。⑨6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本报通讯员 宋鹏翀

“感谢市纪委杨书记，感谢新医一
附院，让我这个瘫了 8年的人又站了
起来……”2月 16日，27岁的封丘农
民姬周玉接受记者采访时激动不已。

姬周玉家住封丘县前钟銮城村。8
年前，他在建筑工地打工时从11米高

的台架上摔落，造成腰椎粉碎性骨折，
腰部以下失去知觉，双下肢瘫痪。这一
瘫，就是8年。为了给儿子看病，姬周玉
的父母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一大堆
外债。他们家成了村里的特困户。

2016 年 4月，新乡市委常委、纪
委书记杨慧中到前钟銮城村调研脱贫
工作，了解到姬周玉一家的情况后，多
方联系救治事宜，最终联系新乡市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对姬周玉进行专业
的医疗救助。

当年 10 月，新医一附院党委书

记邵金远带队到封丘县开展“精准扶
贫、医疗下乡”活动，决定使用该院

“博济爱心基金”对姬周玉实施无偿
救治。他们将姬周玉接到医院，为他
制定了一整套康复计划，进行综合康
复治疗。

3个多月的治疗效果明显，在支
具的帮助下，姬周玉不仅能够站立起
来，而且竟然缓慢行走了500多米，这
让很多临床医生都很吃惊。

在对姬周玉实施医疗救助的同
时，该院康复科主任郭学军还带领骨

干医师利用休息时间，为他进行按摩
师相关理论知识培训，帮助他掌握一
技之长，解决未来的就业问题。

据介绍，自 2010年以来，新医一
附院携手省慈善总会开展的“博济爱
心基金”慈善医疗救助活动，长期对儿
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白血病等15种
重大疾病进行免费治疗，并对因病致
贫、伤残军人、劳动模范或对社会有特
殊贡献的患者提供资助。活动已开展
18期，救助患者3629人，发放援助资
金2187万元。③4

医疗扶贫使瘫痪小伙获新生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