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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能够领到这个
车牌我很高兴！”12月 25日，安阳市民杨文俊在市车
管所领到了全市首个油电混合新能源号牌“豫
EF11111”，这标志着该市新能源汽车号牌正式启用。
杨文俊于两周前购买一辆油电混合汽车并于24日下
午在安阳市车管所网上受理平台预约了上牌业务。
25日早上5点，他就起床，通过家里的电脑自选了“豫
EF11111”这个号牌。“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经济实
惠，还不用限行。”杨文俊兴奋地说，“没想到能够得到
全市首个油电混合新能源号牌，还是个‘炸弹号’。”

安阳市公安局车管所负责人介绍，从即日起，该
市正式开办新能源汽车各项登记业务，并增设新能源
汽车登记绿色通道，专门为新能源汽车车主办理登
记、注册、上牌业务。市民还可通过网上交通管理安
全综合服务平台进行办理相关业务。

在当天的新能源号牌启用仪式上，某新能源汽车
销售公司领取了全市首个新能源机动车（纯电动）号
牌“豫ED08181”。7

新能源汽车号牌启用
市民可通过网上交通管理平台办理

努力践行新发展理念努力践行新发展理念 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

12月 22日，文峰区文化馆里热闹非凡，钢琴、手
风琴、豫剧、合唱的乐声相互交织，仿佛一场晚会的排
练现场。

安阳市职业技术学院手风琴老师段君杰，每周都
要来文化馆为彩虹手风琴艺术团进行公益辅导。“在
段老师的辅导下，我们在韩国亚太国际手风琴艺术节
上获得了中老年开放组金奖。”团员熊丽君兴奋地说，

“我们学好了，回去再教给其他人，我现在既是学生又
是老师。”

“大学生培训一般集中在实习期间，不少群众反
映时间短、没学够。我们就给文化部门提出，能不能
把培训时间延长。没想到建议很快就得到采纳，市里
就开办了‘公益课堂’，不仅免费提供场地，还有专业
老师，全年加起来能有200多期课程，大家是打心底
里高兴。”凤舞美韵舞蹈队队长赵凤梅说。

依托公益课堂，该市精心打造了留守儿童培训班
和“心声家园”残疾人培训班，开展弱势群体援助，先
后培训留守儿童、务工子弟600余人次，残疾人200

余人次。着力解决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农村留守
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问题，促进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

“菜单式”文化服务成效显著：2017年全市开展
“安阳文化大讲堂”公益知识讲座46场，受益群众超
过1.38万人次；第四届广场舞大赛暨第二届群众合
唱大赛成功举办，28支群众文化队伍喜获奖项；“公
益·百姓周末大舞台”完成专场演出25场，下基层慰
问演出60场，受益群众超过10万人；市群艺馆组织
举办成人、少儿音乐、舞蹈、美术、瑜伽等各类艺术辅
导培训78期，累计培训群众8000余人次；全市开展
扶贫慰问演出超过30场，受益群众3万余人次。

“‘菜单式’服务，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有针对性、实
效性，更接地气。”安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薛
文明表示，围绕群众需求，安阳文化部门将把“菜单
式”服务做得更细致、范围更广，深入到全市公共文化
服务的各个领域，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更加丰富多彩的
文化大餐。7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宋艳丽

12 月 20 日，记者从汤阴县城驱
车 25 公里，来到瓦岗乡辛庄村扶贫
基地，车间内灯火通明，衣料成山，只
听见“噔、噔、噔”地电动缝纫机声此
起彼伏，工人们正在认真地缝合、剪
线、换料，一片繁忙景象。“以前也想
外出打工，担心照顾不了家里，没想
到我们这么偏僻的村里也会有服装
厂，而且机器租赁的租金归咱贫困
户，既不耽误我照顾孩子，又有了两
份收入。”赵素清一边加工服装，一边
兴奋地说。

赵素清今年 36 岁，自己患慢性
病，女儿又身有残疾，是村里的贫困
户。听说河南浩欣服饰跟村里签了
15 年的合同，赵素清表示心里很踏
实。她指着旁边的消防喷淋系统说：

“大公司就是不一样，连消防设施都
很规范，‘背靠大树好乘凉’，俺家脱

贫指日可待。”
“一方面是留守妇女走不出门，

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浩欣服饰是劳
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工人，何不
做做企业工作，把生产车间搬到贫困
村？变输血为造血，让贫困户彻底脱
贫。”企业分包局委汤阴县便民中心
负责人向记者讲起当时引导企业在
村里建车间的初衷。

汤阴县瓦岗乡辛庄村土地常年干
旱，粮食产量偏低，交通不便，工业较
少，全乡很多农村青年外出务工，留
守农村妇女较多。河南浩欣服饰是
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
业从事成人、婴幼服饰用品的现代化
企业，2014年，企业通过招商引资落
户汤阴，投资 1 亿元在贫困村建立 4
个加工点。

“这个基地有 50台缝纫机，整体
从村里租赁而来，还有 100台马上到
位。以前光有奉献社会的热情，不知
道从何下手，现在可是两全其美。”企

业负责人李海涛告诉记者，企业免费
培训工人，合格后长期在厂里就业，
工资按件计算，平均每人工资1700元
到 2500元不等，员工工作时间灵活，
可以做到照顾家人与就业两不误。

同时，为照顾贫困户，企业规定，
优先安排贫困户就业，即使干不了缝
纫，也可以剪线头、叠衣服，打杂、做
饭。用李海涛的话来说，只要贫困户
来公司就有办法给他安排就业。所
有在公司就业的贫困户享受优厚待
遇，奖金翻番。

今年中秋节，每个员工领到一
份福利，贫困户是双份，连村里其他
没有在公司就业的贫困户也是人人
有份。

“政府分包企业不光要为企业排
忧解难，还要为企业长远发展考虑。
下一步，我们计划建设电商村，让农
民在家里帮助企业做销售，那才真正
是足不出户把钱挣。”便民中心负责
人表示。7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12月22日，2017
“互联网+智能物流”高峰论坛在安阳举行。本次论坛
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安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省交通物
流协会、安阳市物流协会承办。论坛以“互联网＋智能
物流”为主题，邀请现代物流业有关专家现场授课，共
同探讨互联网经济下，如何创新驱动物流产业智慧升
级，新技术深度融合物流业务创造物流新模式，新技术
支撑物流行业与其他行业跨界融合创造物流新业态，
助力物流供给侧改革，促进物流行业转型升级。

论坛上还进行了安阳智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物
流结算项目签约和授牌仪式、河南天翔物流发展有限
公司物流结算试点单位启动仪式等项目对接活动。

安阳市副市长田海涛在致辞中表示，本次论坛对
于安阳市加快推进智能物流的行业应用，引领物流行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安阳市将紧紧围
绕建设区域性现代物流中心的目标，积极融入“一带
一路”倡议，大力培育特色物流集群，探索建立“互联
网+智能物流”的发展新模式，着力构建连接中原经济
区和京津冀协调发展区的物流枢纽。7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惠海良）
最近，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柳洪伟又多了
一个新职务——安阳市食品药品安全两法衔接专家
库专家，负责对全市食品药品安全两法衔接案件进行
评审。像柳洪伟这样的“专家”，安阳市还有38个。

前不久，为进一步做好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工作，加强对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
各类涉嫌犯罪案件的查办，安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联合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
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制定安阳市食品药品安
全两法衔接专家库管理制度，聘任来自法院、检察院、
公安局、食安办的资深工作人员加入专家库，进一步
健全食品药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
制，保障食品药品领域相关决策的科学性、权威性和
公正性。

据了解，衔接专家库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
责组建、运行、管理工作。专家库成员由该局负责资格
审查、认定、入库工作；要求具有从事相关工作三年以
上的经历，具有较高的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的水平；履行对全市食品药品安全两法衔接工作进行
指导，评审全市食品药品安全两法衔接案件，参与全市
食品药品涉刑案件的会商，对食品药品举报投诉、案件
移送、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建议、意见等职责；食品药
品安全两法衔接专家库成员不少于20 人，每届任期为
3年，期满可以连任。7

安阳市建立食品药品
安全两法衔接专家库

2017“互联网+智能物流”
高峰论坛在安阳举行

家门口好脱贫 收租就业两不误

□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本报通讯员 王震

党的十九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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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粮。

今年以来，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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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县、区、乡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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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菜单式”公共文

化服务。

“八珍汤本是穷人粗食饭，调配的作料也不稀
罕……”12月 20日，崔派传统名剧《寻儿记》在安阳
两馆剧场精彩上演，能容纳 320 人的剧场座无虚
席。66岁的安阳市民马明启坐在第一排看得津津有
味，还不时小声跟着哼唱两句。

“我特别爱听戏，孩子在网上看到文广新局公布
的《安阳市2017年舞台艺术送农民场次安排表》给
我打印出来，我照着单子，想听哪场就过来，可过足
戏瘾了。”马明启高兴地说。

“前几天群众反映想听现代戏，我们就和崔派
艺术研究院协调，安排了《大爱无言》和《野牯岭》。”
安阳文广新局艺术科科长尹宏杰说，这样的惠民演
出安阳每年都会推出 100多场。今年我们提前把
全年100多场演出剧目、时间、地点提前列出，通过
局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公布，让群众按需挑选。

记者在安阳文广新局看到，公共文化服务“菜
单”可谓品种多样、丰富多彩，不仅有依托文化阵地
开展的音乐、舞蹈、美术、瑜伽等各类艺术辅导，还有
新春民俗文化展、“唱响安阳——公益·百姓周末大
舞台”、广场舞大赛等品牌文化活动。

“如果我是一滴水，我不愿做天边浪迹的白
云……”12月21日晚，华灯初上，安阳市群众艺术馆
里传出孩子们稚嫩的朗诵声。教室里暖意融融，赵
思晴坐在最右边一个角落，母亲王彦娜在旁边陪读。

“思晴从小失明，性格孤僻，不爱说话，我就特别
想给她报个口才班，让孩子能多和别人交流，能够开

朗起来。”王彦娜说，在微信上看到群艺馆的课程表
里有少儿口才班，她第一时间就给女儿报了名。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如今孩子爱笑了，遇到同
学会主动打招呼。我带孩子去敬老院参加公益活动，
她还主动给老人聊天、唱歌。”王彦娜高兴地说。

“为满足群众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我们今年
还新建了设备一流的视听课堂，通过艺术视听、鉴
赏、培训、展示等多种形式，让市民群众近距离体
验高品质视听服务。”安阳文广新局公共文化科科
长王震介绍，视听课堂每周一期，包括话剧、歌剧、
戏剧等项目在内的活动表已经列好，即将向群众
推出。

“单位：文峰区；需求：声乐教员10人、钢琴教员
1人、舞蹈教员8人……单位：殷都区；需求：舞蹈教
员8人、国画1人……”

记者看到一份《2017年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意向
统计表》，上面清楚标明各区对文艺教员的需求，而

“政府-高校-社区‘321’公共文化共建项目”正是为
满足这一需求量身打造的。该项目由该市文广新局
与当地安阳师院、工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联合
实施，其中，“3”指的是政府、高校、社区三方合作；

“2”是打造实践基地、培训基地两个平台；“1”是指一
个核心：为群众提供满意的公共文化服务。

石袁社区是首批“321”的试点。12月 22日，记
者刚一进社区大院，就被嘹亮的歌声吸引，走进文化
室内，“草根合唱团”正在演唱《北京颂歌》，高亢嘹亮
的大合唱赢得在场群众阵阵掌声。

“咱们唱歌就是个爱好，以前没有教员，水平也
不高。”团长樊晓华告诉记者,他们把需求反映到社
区，社区汇总后报到区里，区里上报到市文化部门，
不久，几位大学生教员就来到社区，不仅教会大家如
何识谱、练声，还分享了许多表演技巧。如今他们这
个“草根合唱团”不仅自己唱，还到辖区开展文艺演

出，在省市多项合唱比赛中都斩获大奖。
“今年我们组织 2000多份问卷调查，然后按照

群众列出的‘菜单’有针对性地配备大学生教员。”王
震说，比如针对汤阴县岳飞战鼓队需求，配备打击乐
教员；针对殷都区文源社区广场舞队需求，配备舞蹈
教员。“总之，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群众
喜欢什么，我们就培训什么。”

据了解，首批“321”试点还有汤阴县城关镇、安
阳县水冶镇，目前，两地已初步形成广场舞、合唱为
主，书法、绘画、篆刻、摄影多点开花的文化格局，群
众基层文化生活丰富而活跃。

“321”项目启动于2013年，通过以点带面，项目逐
步在全市推广，并在今年实现新突破：参加共建的单位
从安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1家，增加到目前的安阳师
院、安阳工学院、安阳职业技术学院3所高校4个学院；
培训内容由原来的声乐、舞蹈向器乐、表演、主持、摄
影、书法、国画等更多艺术门类拓展；参加共建项目的
社区由原来的三个试点发展到今年的县（市）区全覆
盖。截至目前，当地累计有超过280名高校师生参加
共建项目，培训基层文化骨干1万人次，新增文化队伍
80余支，举办汇报演出70余场，受益群众20余万人。

◎“菜单”列出来 大家任意选

◎群众要“点菜”服务能“定制”

◎个性化需求 政府给“加餐”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冠者，礼之始也！”古时女子十五及
笄，男子二十而冠，冠笄之礼是我国
优秀传统文化。12月 26日，“礼义安
阳德行殷都”安阳市首届大型成人礼

在殷墟博物苑盛大举行。千余名少
年身着传统汉服，在恢弘的汉乐声
中，向双亲叩首、行谢师礼；分别行

“冠礼”“笄礼”，在父母与师长的见证
下完成“汉式成人礼”。“成人礼让我

们真正意识到如何成为一个尊师、重
道、知孝、感恩、有责任、能担当的‘成
年’人。”学生徐英航激动地说。现场
还开展了大型巡游、殷商风情演绎等
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观礼。7

安阳举行首届大型成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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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气势恢宏的“汉式成人礼”
现场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观礼

下图 师长为青年学生加冠加笄
张龙飞 摄

公益课堂老师正在教群众弹电钢琴 资料图片

大学生在为龙安
区群众进行舞蹈培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