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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小学来了大学生支教团让让““河南织造河南织造””变身变身““河南智造河南智造””
《河南省纺织工程学科暨产业发展报告》发布

聚焦 故事

健康

□本报记者 杨万东

暑假到了，又一轮“辅导班热”开始
了，短短一个假期，有的家长为此花销
高达上万元。那么辅导班对学生是否
有利？为什么辅导班有增无减？咱们
就来说说这“辅导班，不得不说的故
事”……

家长：必须让孩子随大流

李女士在郑州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工作，从上幼儿园开始，她就想让孩子
拥有“不一样的教育”，让孩子“快乐地
成长”。孩子上小学后，她从不在乎成
绩，只关心孩子快乐不快乐。但随着孩
子小升初，她的观念完全变了。同事和
朋友的孩子因为成绩好都到了理想的
初中，她的孩子因成绩差无法进入理想
的学校。

“那一刻，我蒙了，也清醒了，孩子
得随大流，没有考试成绩，啥也别谈。”
李女士说，下学期开始，该报的班一定
要报，再也不做“另类”家长了。

孩子们随大流，其实就是家长们随
大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李女士这
样的家长的确“另类”，更多的，还是愿
意给孩子报班的家长。

家住郑州九如东路某小区的张女
士告诉记者：“孩子开学上初二，现在利
用暑假给孩子提前补习一下初二的内
容。孩子也不希望比别人考得差，在补
课这方面虽然比较累但孩子也可以接
受。现在家长和老师都这样要求学生，
谁不遵守这个规律，孩子就要落后。”

辅导班：有需求才有市场

郑州市福禄路和农业南路交口的
东瑞园小区，南边的门面房大多被补习
班占据。

在一家英语辅导班里，十几个学生
和英语老师用中英文交流。孩子们虽

然英语不流利，但个个都饶有兴趣。“他
们很用心，虽然是暑假，但学习的劲头
不比平时差。”辅导老师王老师说。

这个英语辅导班已经开张6年了，
即使是暑假，班里学生还是很多。

在如今的郑州城区，尤其是人口密
集的地方，补习班成为门面房的“标
配”。如果附近有中小学的话，补习班
更多。补习班内容繁多，英语、语文、作
文、数理化等面面俱到。

据了解，近几年来，从国家到地方，
对补习班的要求越来越严，不过，补习
班并不见减少。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郑州市一位
高中物理老师说，他现在给补习班上一
个小时是 800元。他说，如果他愿意，
每天都有排不完的补习班档期。

学生：有些接受有些抵触

“妈妈，开学了，我要报班。”今年小
升初的孩子张猛说，他不想再“快乐地
玩耍了”。他是郑州市二七区的学生，
同一所学校，一些同学都升到了郑州市
较为有名的初中，他因成绩不好到了一
所不理想的学校。

郑州某学校一位心理咨询师告诉
记者，现在的孩子心理成熟较早，他们
的认识能力超过家长的想象，知道自己
需要什么。

不过，辅导班毕竟让孩子们牺牲了
太多本应自由自在的时光，所以还是有
很多孩子对此相当抵触，孩子因为补习
而离家出走的新闻也不罕见。而对于孩
子们的感受，很多家长并不是不知道，但
他们面对现实，往往会选择“咬咬牙，对
孩子狠一点”，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小升初也好，中招也好，高考也
好，说到底，卷面分还是主要因素。”郑
州市纬一路上一个补习班的老师说，
家长们当然也都清楚，学生同在一个
起跑线上，有时候，拼的可能就是补习
班。⑥9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姚宏亮

这个暑假，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刘改月爱心支教服务团”再次来到兰
考县闫楼乡王庄小学，开展义务支教和
乡村基础教育现状调研活动，陪伴孩子
们度过了一段快乐而有收获的时光。

开阔孩子视野
绘制七彩梦想

“同学们，有谁知道汉字经历了哪
些演变?”几天前，在新增设的书法课
上，支教老师张若涵一边为学生们讲述
汉字的演变过程，一边手把手地教孩子
们握笔，孩子们兴致很高。

为了开阔孩子们的视野，满足他们
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与求知欲，队员们
精心设计、认真备课，开设了书法、朗诵
主持、棋艺、世界地理、爱国教育主题班
会、安全常识、素质拓展等特色课程。
所有课程都以人文色彩为主，不局限于
课本知识的学习，注重常识普及与兴趣
培养，引导孩子们树立终身学习的理
念。

安全成长伴我行
溺水自救防事故

王庄小学的教室里，支教老师陈款
正在用电脑播放防溺水宣传教育片。

课后，学生们神色凝重，纷纷向老师求
证：“老师，每年真的有那么多的学生溺
水吗？我们这里的水沟都很浅，难道也
会溺水吗?”

夏季是溺水的高发季节，加之王庄
小学的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父母长期
不在身边导致孩子们的安全教育相对
缺失，因此支教团队员认真准备了生活
安全常识课，为孩子们送去了温暖和关
爱。

“要听老师和家长的话，不去小河
水沟里玩水。还要看好弟弟，不让他私
自下河。”六年级学生王康鑫上完课后
乖巧地说。

捐建“博学书屋”
助力孩子成长

跟随“刘改月爱心支教服务团”到
兰考支教，如今已经成为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很多学子向往的人生经历。

看到王庄小学图书室图书相对缺
乏，附近也没有适合小学生的书店，今
年支教团成员出发前精心为孩子们挑
选并购买了600多本儿童书籍，并取河
南师范大学校训“厚德博学 止于至善”
中的“博学”二字命名，为王庄小学捐建
了“博学书屋”。

“希望这些图书带领孩子们走进一个
更加丰富的精神世界，成为未来他们走向
广阔世界的桥梁和纽带。”采访中，团队指
导老师、文学院团委书记王秀杰说。⑥9

该不该让孩子上暑期辅导班

透视

河南纺织产业谱就由
大变强新篇章

郑州西部的国棉厂区，曾是省会
最繁荣的地段；现在，郑州等4个综合
性纺织服装产业基地、许昌等5个纺
织服装产业集群区正在全省各地蓬
勃兴起……纺织产业对于河南人尤
其是郑州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时至今日，我省纺织产业已发展成为
怎样一番面貌？

在刚刚发布的《河南省纺织工程
学科暨产业发展报告》（下文简称《报
告》）中，对此有着全景描绘：2016年
全省规模以上纺织企业 1500多家，
累计生产纱 672.6 万吨，位居全国第
二。全年规模以上企业完成主营业
务收入 4100 亿元、实现利税 400 亿
元、利润309.8亿元，均居中部六省第
一，并安置就业52万人，谱写了河南
纺织由大变强的新篇章。

“这些数据，说明我省纺织产业的
规模优势是有坚实基础的，是有效益、
有质量的规模扩张。”7月24日，省纺织
工程学会秘书长杨润凯告诉记者，从盈
利能力指标来看，我省主要指标均居于
全国前列。2005年至2015年间，我省
纺织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年均
增速高达3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目前全省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
包括棉纺织、化纤、印染、针织、家纺、

产业用、服装、纺织机械和纺织器材
等10多个行业，产业体系继续完整。
一方面，纺织服装产业集聚发展趋势
明显，产业集群和特色园区初具规
模；另一方面，一大批纺织服装骨干
企业通过技术引进和改造，装备水平
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成
为支撑河南纺织工业发展的脊梁。

“河南纺织产业能取得如此成
就，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杨润凯
认为，从外因看，近年来我省纺织工
业紧紧抓住国内纺织服装产业向中
西部地区转移的历史机遇，主动承接
产业转移。2016年，我省纺织实际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300亿元，同
比增长 9.3%。“正是这些纺织项目的
竣工投产，特别是重点项目的落地开
花，促进了我省纺织服装产业近年来
的快速平稳发展。”

从内因看，是河南纺织学科的发
展和创新，极大地促进了我省纺织产
业的协同创新，推动了我省纺织产业
实现了大提升。

协同创新引领纺织产
业全方位升级

“近年来，围绕我省纺织工程产
业发展的重大需求，河南纺织学科积
极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学科整
体水平显著提升，引领、支撑了河南
纺织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河南

省纺织行业协会常务会长袁建龙介
绍说，在此过程中，我省纺织产业取
得了全方位、多领域的突破——

在传统装备技术改造领域，中原工
学院任家智教授团队研究开发出了高
效能、低消耗、高适纺的新型精梳机和
条并卷联合机，申请了17项专利，获得
中纺联科技进步一等奖。自2013年以
来，已分别在恒天重工等多家企业建设
成套设备产业化基地，产能占到了国内
纺织设备市场的60%以上。

在纺纱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河南
工程学院与东华大学协作，初步实现
了虚拟纺纱。该项目研究探讨了纤
维的几何特征对成纱质量的影响，为
纺纱工艺的优化和进一步完善成纱
质量预测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纺织生产信息化领域，郑州轻
工业学院王永华教授团队开发完成
了国内第一套纺织生产过程信息化
系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16
年，该成果获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科技进步一等奖。目前，该成果已在
国内众多纺织企业中推广应用。

“纺织企业只有通过产品和技术
的不断创新，才能得到良性的发展。”
袁建龙告诉记者，目前，省纺织工程
学会、省纺织行业协会、国内外知名
高校、省骨干纺织服装企业及装备制
造企业，正在紧紧围绕产业发展需要
实施协同创新，已构建了7个省部级
及以上教科研平台，承担各级各类教

科研项目近百项，为行业技术进步和
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十三五”机遇挑战并
存呼唤持续创新

步入“十三五”，我省纺织产业发
展前景如何？

《报告》中指出，人口增长和经济
复苏将支撑全球纤维消费需求继续增
长，预计“十三五”期间全球纤维消费
量年均增速为2.5%以上。其中，内需
扩大和消费升级将是我国纺织工业发
展的最大动力，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增
长、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二孩政策全
面实施等红利叠加，将推动升级型纺
织品消费增长，预计国内居民服装与
家纺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左右。

“从供给侧改革角度看，这为我
省纺织工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杨
润凯表示，我省工业化、城镇化持续
发展，内需释放潜力巨大。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等与传统纺织工业的深
度融合，将对我省纺织工业发展产生
深远影响。2017年，我省纺织工业的
转型升级速度将进一步加快，产业合
作成为产业转移的主要形式。我省
纺织企业正快速融入全国乃至世界
经济一体化与资本一体化之中。

但是，多年来河南纺织产业积累了
一些结构性矛盾，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
面临严峻挑战。杨润凯解释，我省纺织
产业虽然多年来在纱、布生产规模上处
于全国前列，但大多属于低端初加工产
品；整个产业链发展不平衡，棉纺织初
级产品大，服装终端产品小，中间缺印
染，形不成综合优势，和高端、高质、高
效发展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报告》中为我省纺织工业
下一步发展开出良方：为企业搭建科
技创新的平台，结合现有学科的优势
方向进一步提升科研水平，加快科研
成果转化，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增加
产品附加值；追踪国际先进技术，开
发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促进河南
纺织的更新换代，提升整体竞争力，
全面振兴河南的纺织行业。

杨润凯说：“协同创新，持续创
新，必将成为我省纺织产业‘十三五’
发展的主旋律。”⑥9

□本报记者 王平

近日，山东淄博一产妇在坐月子
期间，因为家里坚持不开风扇、空调，
还让产妇穿着长袖长裤、盖着被子，
导致产妇中暑身亡。其实这样的悲
剧并非个案。记者 7月 24日在河南
省妇幼保健院采访时了解到，几乎每
年夏天，医院都会接到因坐月子中暑
的产妇。该院健康教育科主任刘芙
蓉表示，产妇坐月子并不是“过度保
护”，有些观念需要及时纠正。

三伏天里捂不得

中国民间流传下来的“坐月子”在
医学上指的是产褥期，主要是从分娩结
束到产妇恢复至孕前状态的一段时间，
大约是30天。“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
娩，产妇身体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因

此需要在坐月子期间给予充分的护理，
帮助其恢复体力和元气，同时这个时期
还要做好新生儿的哺乳。”刘芙蓉说。

正是因为“坐月子”对产后身体恢
复的重要性，老一辈传统观念讲究“不
能吹风、不能着凉”“月子里落下的病，
会是一辈子的病根儿”等等。受到这种
思想观念的影响，记者采访时发现，即
便是当前的高温天气，一些产妇刚生完
孩子，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就连
新生宝宝也被大人们格外呵护有加。

对此，刘芙蓉解释：“传统坐月子的
方法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现在应对
冷暖天气，冬有暖气、夏有空调，坐月子
要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季节去主动调
适，而不是被动顺从，尤其是炎热的夏
季，坐月子更不是‘捂’出来的。产妇生
产过后身体出汗较多、抵抗力较低，裹
得这么严实，体内汗液无法及时排出，
很容易滋生细菌引发感染。”

刘芙蓉建议，夏天坐月子，室内
温度要保持在 22℃到 24℃左右，每
天可以趁产妇下床活动期间，让室内
通风换气，空调不要直接对着产妇和
新生儿吹风，大人和孩子可选择穿面
料轻薄的长袖长裤。

个人卫生很重要

除了“捂月子”，“不能洗澡、不能
刷牙”“少走动、多躺着”也成为不少产
妇坐月子期间常听到的长辈“警告”。

“试想，如果一个妈妈天天不洗
澡、不刷牙，浑身脏兮兮的，你还忍心
让你的宝宝吃母乳、与你亲近吗？”刘
芙蓉说，上述坐月子方法显然是不科
学的，月子期间要防止出现伤口感染，
做好个人卫生是必不可少的。专家建
议，顺产过后两到三天、剖宫产一周
后，产妇就可以洗澡，每次温水淋浴5

到10分钟为宜，还要做到勤换内衣内
裤和被褥。

“对于剖宫产来说，产后一周之
内，家属或月嫂可每天用温水为产妇
擦拭身体，以保持身体清洁，但要避
免伤口感染。”刘芙蓉说。

同样，每天早晚刷牙也必不可少。
专家建议产妇要选用温水、软毛牙刷。

坐月子究竟能不能下床活动
呢？刘芙蓉特别指出：“这一点十分
必要。长期卧床不运动，会增加静脉
血栓形成的风险。”

“一般顺产过后两个小时就可以
下床活动了，而剖宫产在产后第二
天，就可以在搀扶下尝试下床了，即
便不能下床活动，也要伸伸腿、翻翻
身。”刘芙蓉说。此外，很多女性把经
常出现的“腰背疼”“脚后跟疼”，认为
是早些年落下的“月子病”。对此，专
家表示，“生完孩子后女性骨钙就会流
失，加上前一阶段的妊娠期关节韧带
松弛、背肌处于持续紧张状态，产程中
体力消耗导致劳累，以及产后饮食不
均衡、缺乏运动等都有影响，可以通过
进一步确诊、调养治疗，并非外界所说
的‘治不好的月子病’。”⑥9

产妇“捂月子”中暑身亡，专家表示——

坐月子不能“过度保护”

□本报记者 尹江勇

纺织工业长期以来一直是

我省传统优势产业和重要的民

生产业，也是我省当前先进制造

产业建设的五大支撑产业之一，

其兴衰对我省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不久前由省科协主办、

省纺织工程学会承办的《河南省

纺织工程学科暨产业发展报告》

发布会，向我们展示了河南纺织

产业近年来依靠协同创新，成功

实现强势提升的现状。

近日，由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简称“电科院”）组织开展的河南电网
2018-2020年滚动校核计算工作圆满完成，本次联合计算分析工作采取集中封闭模式。

在集中封闭之前，电科院对2018-2020年全省电网规划进行了初算，得出了滚动校核
的计算要点，形成了初算报告。封闭期间，各地调根据电科院提供的初算报告中的计算要
点进行计算，对未来两到三年各地区的短路电流情况进行校核，针对短路电流超标的地区
采取开环或断线措施；基于短路电流的推荐方案，校核各地区的潮流、断面极限及电流稳
定问题；梳理各地区未来两到三年的新能源情况，分析其疏散能力及对断面的影响，由此
形成各地市规划滚动校核计算报告。电科院最终经过汇总补算，形成2018-2020年河南
电网规划滚动校核报告。

该校核报告展望了河南电网未来两到三年的发展，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持。 （方舟 景冬冬）

电科院：完成河南电网2018-2020年滚动校核

7月 18日，以“洋溢青春 奉献
企业”为主题的道德讲堂活动在孟
津县供电公司平乐供电所组织开
讲，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
教身边人”的形式，分享“奋斗者”
故事，引导基层站所员工立足本职
岗位，弘扬雷锋精神，争做“雷锋
式”员工，切实提高供电所综合管
理水平。据悉，为有效推动“以奋
斗者为本、不让‘雷锋’吃亏”理念
有效落地，让理念渗透在企业发展
经营的全过程中，该公司党委结合
实际，分批次组织开展了“道德讲
堂”进站所活动。

（刘伟韬）

孟津县供电公司
“道德讲堂”进站所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受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委托，南阳市产权交易中心拟对其持有的
南阳白云山和黄冠宝药业有限公司60%股
权进行公开转让。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南阳白云山和黄冠宝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位于南阳市雪枫东路
5号，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徐科一，经营范围详见南阳市产权交易
中心网站公告。

二、转让标的股权构成情况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持

有标的公司60%股权，南阳冠宝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标的公司40%股权。

三、股权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
情况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董
事会已于2017年6月通过决议转让持有的
标的公司60%股权，并上报广州白云山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批准同意。

四、转让标的最近一个年度经审计的
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2016 年 度 ，标 的 公 司 资 产 合 计
182202944元，负债合计150733446元，所

有者权益合计 31469498元。标的公司营
业收入411286351元，净利润854928元。

五、转让标的资产评估及核准情况
根据广州同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

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年 2月 28日，标
的公司全部权益价值为 29608200元。该
评估结果已经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备案。

六、交易条件、转让底价
交易条件：
1.受让方须在产权转让合同生效后三

个工作日内全部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
2.对于标的公司在产权转让合同生效

前，因签订及履行合同或从事其他活动而
引发的一切后果，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法律
责任、税务责任、行政处罚、债务（包括或有
债务）、责任、义务、索偿、赔偿、补偿等，白
云山和黄将不再承担任何该等后果、责任
或义务,受让方应按其受让的标的公司股
权比例承担相应的股东责任和义务。

3.转让完成后，受让方须确保标的公司
获新发的工商营业执照中记载的公司名称
已删除“白云山和黄”五字。同时，受让方
亦须确保标的公司不再在任何场合及载体

上使用“白云山和黄”字样，或由广州白云
山和黄及/或其关联公司拥有的任何注册
商标或企业名称。

转让底价：
本 次 股 权 转 让 的 底 价 为 人 民 币

18190000元。
七、标的公司原股东冠宝投资保留对

该股权享有的优先受让权。
八、自报纸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意向受让人需自行对标的公司进行
现场勘验，之后持有效证件到南阳市产权
交易中心报名。经资格审查合格后交纳交
易保证金100万元人民币。若征集到两个
及以上符合条件意向受让方，将采取拍卖
的交易方式确定受让人。

报名地址：南阳市民服务中心 3号楼
515室

网址：http://www.nycqjy.cn
联系电话：61176159
联系人：尹先生
监督电话：0377—63176126

0377—63185909
南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2017年7月25日

股权转让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