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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8 月 25
日，记者从省质监局获悉，即日起，质
监部门在全省范围开展为期 1个月
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监督检
查。此次行动由国家质检总局和省
质监局统一部署，主要涉及上海通用
等3个汽车品牌的6个车型系列。

根据部署，本次行动主要是对上
海通用、北京现代、郑州日产的 6个
车型系列召回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61942 辆缺陷汽车召回工作涉及全
省146家 4S店（召回实施场所）。此
外，我省质监部门还要对汽车生产厂
家即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开展召
回情况监督检查，涉及缺陷汽车
26053辆。

本次行动旨在督促汽车生产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履行召回义务，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不主动
履行召回义务、不配合、瞒报相关

信息的汽车生产、经营企业将依法
查处。

此次监督检查的具体对象包括：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帕拉
丁2004至 2007款缺陷汽车，召回时
间 2015年 7月至 2016年 7月，生产
者应召回26053辆，其中河南省内应
召回 2087辆，共涉及相关经营者 21
家。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
上汽通用别克（英朗GT、英朗XT）、
雪佛兰（景程、爱唯欧）2009至 2015
款缺陷汽车，全省应召回车辆52363
辆，召回时间 2016年 8月至 2019年
8月，其中别克应召回42977辆、雪佛
兰应召回 9386辆，共涉及相关经销
者72家。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生
产的全新途胜 2015 至 2016 款缺陷
汽车，全省应召回车辆7492台，召回
时间2014年4月至2016年10月，共
涉及相关经销者53家。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8 月 27
日，平舆县丝弦道传承保护中心的排
练厅里，演员们正在紧张排演剧目
《德孝情》。“我们已经被选中参加‘河
南稀有剧种北京展演周’的演出，这
是我们剧种首次进京演出，大家都非
常振奋。”该中心主任田春笋告诉记
者。

据悉，“河南稀有剧种北京展演
周”由省文化厅主办，河南李树建戏
曲艺术中心承办，旨在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戏曲发展，将于
11月份在北京举办。这是继今年 3
月份我省首次举办河南稀有剧种公
益展演月活动之后，推动河南稀有剧
种走向全国的一次重大策划，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义。

此次进京展演共选调了太康县
道情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三门峡市
陕州区蒲剧保护传承中心、永城市
豫剧（柳琴）团、清丰县柳子戏传承

艺术中心、安阳县邺祥淮调艺术有
限公司、范县四平调艺术传播研究
中心、平舆县丝弦道传承保护中心、
沁阳市怀梆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商
丘市梁园区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
内乡县宛梆艺术传承保护中心10个
剧团，涉及 9个剧种。展演期间，将
组织专家观摩，并在演出结束后召
开“一剧一评”专家评议会，对所演
剧目进行点评。

提到河南的戏曲，很多人首先想
到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这三大剧
种。其实，我省还有不少流布区域较
窄、观众和从业人员较少的稀有剧
种。从 2012年开始，省文化厅启动
实施稀有剧种抢救工程，对稀有剧种
进行收集、整理、复排、摄制、记录等，
抢救、复活了一批濒临消亡的剧种。
目前，我省纳入政府保护的稀有剧种
有31个，收集整理剧目剧本1890多
部、曲谱1557部。③6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李
建彬）延津县东屯镇西张士屯村9岁女
孩韩任晓（化名）是一名一级肢体残疾
人，父母为给她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
还因为要照顾她而无法外出务工，家
里一贫如洗。

8月25日，延津县首批7个重症残
疾人集中托养中心建成投用，韩任晓
和其他43个贫困重症残疾人作为第一
批受助人正式入住，不用掏一分钱，就
能享受“宾馆标准间”的住宿条件，还
有受过培训的护理人员对他们进行

“一对一”日常护理。
“这样的好事，俺做梦都想不到！”

韩任晓的奶奶袁清朵看到孙女在托养
中心吃得好、住得好，高兴地流下眼
泪：“知道她在这儿享福，我们就能放
心地腾出手来去打工挣钱，这个家总
算有盼头了！”

一人重症残疾，全家失去“造血功
能”，是农村贫困户致贫的一个重要原
因。

据延津县残联理事长聂国营介
绍，该县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有1.3万
人，其中贫困残疾人有1630人。有一
个贫困残疾人就有一个贫困家庭，依
此保守估算，全县因残致贫的人数在
6000人左右，占贫困人口的近一半。

在脱贫攻坚中，如何啃下因残致
贫这根“硬骨头”？

8月 2日，延津县出台《扶贫助残
集中托养实施办法》，决定逐步在全县
12个乡（镇）各建成一所扶贫助残托养
中心，将有意愿且符合条件的重症残
疾人纳入集中托养范围。

延津县委书记祁文华说，重症残
疾人托养并非“拍脑袋工程”，而是该
县经过长期深入调研和多方论证得出
的良方，一招可有多效：能让家人从
繁重的日常料理中解放出来，有时
间、有条件、有机会获得一份收入，可
使贫困家庭早日脱贫；护理人员大多

从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招聘，政府为其
发放工资，购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
险，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就业问
题；重症残疾人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极
大提高。

“托养一个人、解放一群人、致
富一家人”。据了解，为加快推动

“托养模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延
津县已投入 300 余万元用于各托养
中心基础设施建设，今年预计拿出
财政资金近 2100万元用于托养中心
运营，以后还将根据情况追加投入，
所 有 入 托 人 员“ 生 老 病 死 一 管 到
底”。③6

托养一个人 解放一群人 致富一家人

延津开启重症残疾人“托养模式”
全省开展缺陷汽车召回监督检查
涉及3个品牌6种车型

我省9个稀有剧种将进京展演
相约七夕
缘定绿城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8月 26
日下午，由省妇联、省直妇工委等
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原女性大讲
堂”之幸福婚恋暨“缘来爱·相约七
夕”公益交友活动在郑州举行。

活动现场，“中原女性大讲堂”
主讲人陶真生动地讲解了“爱的五
种语言”，引导青年男女正确对待
热恋时和婚姻中的两性相处问题，
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共鸣。

在交友环节，“人生初见”“以
书会友”“3 分钟约会”“幸福护
照”等形式多样的互动交流方式，
吸引了 50 余名单身男女踊跃参
与，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活动负
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为
单身青年提供情感交流、互动交
友的机会。活动当天，省妇联的
卡通人物形象“小豫”正式对外发
布。③5

璀璨中华区：

□本报记者 王军伟

8 月 27日，恒大旅游集团在广州
恒大中心举行“恒大童世界”新闻发布
会。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夏
海钧，恒大集团常务副总裁兼恒大旅
游集团董事长肖恩，恒大集团副总裁
何妙玲、史俊平等恒大高层出席了此
次发布会。

据恒大旅游集团董事长肖恩介
绍，恒大童世界是全球唯一的“全室
内、全天候、全季节”大型主题乐园，面
向 2-15岁的少年儿童，以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中国故事为核心内容，既融
合中国文化精髓和世界文明，又采用
世界成熟的、广受欢迎的、高科技含量
的顶级游乐设施设备及技术，打造出
具有全球规模、高档次的顶级童话神
话主题乐园。恒大童世界将作为恒大
文化旅游的拳头产品，布局全国，走向
世界。

研究指出，中国主题乐园市场随
着人们消费水平提高，旅游需求日渐

增长，未来几年将迎来高增长。咨询
公司AECOM预测，到 2025年、2030
年中国主题公园客流人次将分别达到
3.2亿和4.2亿人次。据介绍，恒大将在
全国布局15个恒大童世界项目，未来
2-5年陆续竣工开业。每个童世界辐
射半径500公里、8000万人口，年游客
量预测将达1500万至2000万人次，拉
动旅游消费超200亿元。

记者了解到，恒大童世界由来自
美国 Ideattack、ITEC 和澳洲 Sand-
erson 等世界顶级设计机构的 325位
设计大师担纲设计和创意，目前35栋
大型乐园单体施工图设计已全部完
成。恒大童世界拥有世界顶级的设备
和规划，是世界上科技含量最高、多维
互动游乐设施最多的乐园。设备由荷
兰 VEKOMA（威 克 马）、意 大 利
ZAMPERLA（赞培拉）、德国 HUSS
（虎士）等全球著名的游乐设备供应商
生产，目前均已完成订货和付款。

资料显示，恒大童世界以中国历
史、名著、神话、传说，古希腊、古埃及、

古阿拉伯、西欧等世界经典童话神话为
背景，整体分为璀璨中华、魔幻西欧、神
秘古国、探险南美、漫游海洋、穿越太空
六大主题区域。当中融合多维空间骑
乘、超感仿真游戏、沉浸体感互动、全景
动态观览、特效魔幻演艺等高科技含量
的游乐设施及技术。据了解，恒大童世
界与传统的主题乐园不同，其面向少年
儿童，将游乐体验与文化、教育、科学相
结合，让少年儿童在玩乐中增长知识、
开阔眼界，极大地激发了少年儿童的想
象力，真正实现寓教于乐，促进少年儿
童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全面提升。

国务院《“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
划》提出，要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品质
高、信誉好的品牌主题乐园，推动国内
主题游乐企业国际化发展。业内人士
说，中国已进入大众旅游时代，但高品
质、定位精准的少年儿童旅游项目仍
存较大缺口。恒大童世界的落成，将
填补少年儿童旅游市场的空白，更好
服务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有效促进
旅游行业的升级发展。

恒大童世界惊艳亮相 打造世界顶级主题乐园

魔幻西欧区：

展

示

七夕到 鲜花俏 8月27日，开封市各大鲜花市场生意红火，市民纷纷购买玫瑰等鲜花向爱人
表达心意。⑨7 李俊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