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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1300多家国内外企业报名

工商企业对接会客商规模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 孙静）作为第十二

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的一项重大活动，由河南省人民政府
与中国银行共同主办的“2018工商企
业跨境投资与贸易对接会”（下称“工
商企业对接会”），将于4月17日在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4月 7日，记
者从省商务厅获悉，截至目前，已有
1300多家国内外企业报名参会，参会
总人数将超过2000人。

“今年报名参加工商企业对接会
的国家和地区覆盖面以及企业数量
均创历届投洽会之最。”本届投洽会
组委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了解，在报名参会的 1300 多
家企业中，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
273家海外企业，预计参会海外客商
450人；有国内企业 1050家，预计国
内参会客商1680人。

该负责人介绍说，本次工商企业
对接会报名情况特点十分突出:

活动影响力大，国外政府非常
重视。在客户邀约期间，德国、匈牙
利、俄罗斯、罗马尼亚、加纳等国政
府均主动出面发动企业组团参会，
澳大利亚西澳洲首席商务代表、罗
马尼亚企业家商会副会长等表示将
带团参会。

涉及行业多，产业贴近我省实
际。对接活动涉及领域以我省优势
产业为重点，涉及种植、养殖、现代农
业、农副产品及食品加工、高端装备
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信息
科技、生物制药、养老医疗、旅游及教
育等多个行业，贴近我省产业发展现

状和未来发展需求。
参会企业质量普遍较高。报名

参会的海内外企业的整体规模、市场
地位、品牌影响力等均较去年有大幅
提高。我省的宇通公司、少林客车、
宛西制药、金源矿业等一批知名企业
均将参加本次活动。③5

本报讯（记者 宋
敏）4月7日，记者从河
南机场集团获悉，清
明小长假期间，郑州
机场累计执行航班突
破 1600 架次，共发送

旅客预计20万人次。
根据统计，清明假期，郑州机

场日均执行航班 533架次，客流
以探亲、旅游为主。清明节前，4
月4日，乘客集中出行较多，郑州
机场当日执行航班 606架次，为
今年春运结束以来单日执行航班
架次最多的一天。③5

机场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王雪红

4月 4日，记者走进三门峡市第四
小学。在拥挤的五年级语文教研室，
温培红老师坐在小书桌前批改着学生
作文。她的同桌、丈夫查永革则在认
真地读书。温老师与这个特殊的学生
已经同桌两年了。

“想起来她是谁不？”温培红指着
同事让丈夫辨认。不管她如何启发，
查永革只是摇头。温培红告诉记者，
现在查永革失去了很多记忆，生活也
不能完全自理。

2015 年 4月 5日，查永革和单位

同事到山西平陆旅游时，被一辆汽车
撞倒，造成脑干、肋骨、膝盖等多处挫
伤，送到医院时医生就下了病危通知
书。有人劝温培红放弃治疗，但她坚
决拒绝：“只要老查有一口气在，我相
信他能醒过来。”

查永革在 ICU住了 24天，病情没
有任何好转。转入普通病房后，瘦小
的温培红悉心照料，温柔地和丈夫聊
天，回忆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55
天后，丈夫终于醒了，开口第一句话喊
的就是她的名字。两个月后，查永革
渐渐地学会了自己端碗喝水，用筷子
吃饭，还说出了：“你辛苦了！”

2015年 9月，新学期开始了。女

儿返校，老母亲因事返回了老家。温
培红既要上班，又要独自照顾尚不能
走路的丈夫，异常忙碌。过了年，为不
影响教学，她大胆地向学校提出一个
请求：带着丈夫上班。

于是，每天早上，她就扶着丈夫出
现在校园的跑道上锻炼，然后把丈夫送
到四楼办公室看书、练字，她则准时精
神饱满地出现在讲台上。中午，送走最
后一批孩子，再返回来接丈夫回家。

这一带，就是两年，如今已经成了
校园的一道风景。

“老查就是温老师的影子。再苦
再难温老师都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影
响工作。”校长王锋让对记者说。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如果教师
既爱事业，又爱学生，那他是一个完美
的教师。”作为班主任的温培红始终
牢记这句话，把她的爱无私地奉献给
了每一个学生。

“有一次，学生王继晗在课堂上突然
发病，我一边安慰孩子，一边给孩子妈
妈打电话，可孩子说‘我想让老师妈妈
带我去看病’，这句话让我至今难忘。”
说起这件事，温培红脸上满是幸福。

“我虽然没有陶行知老先生‘捧着一
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伟大胸襟，但
我爱班主任这个工作，热爱我的学生。
我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生活一定会越
来越好。”52岁的温培红动情地说。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4月4日，记者从洛阳师范学院获悉，
该校与马来西亚城市大学联合在吉
隆坡校区设立的洛阳师范学院海外
分校——河洛学院近日正式获批。

近年来，为加大我省对外文化交
流与合作，推广汉语言与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洛阳师范学院积极参与教育
部和河南省政府“一带一路”教育行
动计划，推进实施办学国际化发展战
略，不断提升国际办学影响力。马来
西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洛阳师范学院以师范办学特

色为依托，结合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
展的大量需求，抢抓机遇，携手马来
西亚城市大学申报在其吉隆坡校区
设立河洛学院。

据了解，两年来，洛阳师院与马来
西亚城市大学多次进行校长互访、磋
商谈判、实地考察等。在两校共同努
力下，经过材料申报、专家评审、项目
答辩、省教育厅审核等程序，洛阳师范
学院马来西亚分校——河洛学院日前
正式获批。根据计划，河洛学院将在
今年8月份开始招生，首批招生专业
为小学教育及汉语国际教育。③5

本报讯（记者 刘勰）近日，省纪委
监察委召开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执纪办
案工作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总结
2017年以来全省执纪办案工作，部署
2018年任务。省委常委、省纪委书
记、省监察委主任任正晓出席并讲话。

在肯定了过去一年工作后，任正
晓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认
识到，强化执纪办案工作是党中央的
明确要求、是监察体制改革的题中之
义、是我省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

要进一步增强自觉性和坚定性，以反
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推
动执纪办案工作向纵深发展。

任正晓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
突出惩治重点，既依纪又依法、既高
效又安全开展工作，坚持力度不减、
标准不降、时限不松，强化制度执行、
督促检查和责任落实，确保执纪安
全，整体把握六项纪律，精准有效运
用“四种形态”，深化以案促改，确保
办案实效。要认真贯彻十届省纪委
三次全会精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强化保障，锤炼队伍，推动执纪办案
取得新成效。③6

任正晓在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执纪办案
工作会议上强调

提升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
推动执纪办案取得新成效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洛阳师院将在马来西亚建分校

河南暖新闻河南暖新闻带着丈夫去上班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康帆

又是一年清明时，悄然而至的春
雨，让人感受到料峭的寒意。但对于
刘国华夫妇来说，春雨带来的丝丝愁
绪，让他们回乡祭祖的心意更浓。

今年73岁的刘国华，是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 16.5万移民中的一员，老家
在淅川县盛湾镇马湾村，2010年 7月
搬迁到平顶山市郏县马湾新村。

“金窝银窝，也忘不了自己的穷
窝。”刘国华说，老伴儿平时基本不出
门，加上要照顾孙子，他们已经几年没
回过老家了。“清明节，想回老家看一
看！”今年清明节，刘国华的老伴儿毛阿
姨执意要回老家，去父母的坟前祭奠。

4月3日一早，刘国华夫妇坐上了
回淅川的客车，傍晚时分，才到县城侄
女家歇下脚。侄女专门请了假，陪刘

国华夫妇逛县城、串亲戚。几年不见
的亲戚们，纷纷拿出家乡特有的味道
款待两位老人。

第二天，侄女带着老两口逛起了
新县城。“原来这儿都是荒地，现在都
要赶上大城市了。”放眼望去，记忆中
的泥土小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充
满现代气息的思源学校、金融大厦、崇
德公园……这样的变化让刘国华夫妇
感慨万千。

4月 5日，老两口起了个大早，回
乡祭祖。本来一坐车就睡觉的毛阿姨
这时却格外精神。“水真清啊！搬迁前
一天夜里，我们在丹江边上坐了一
夜。”刘国华说，看见碧绿的丹江水，他
仿佛又回到8年前那个不眠之夜。

让刘国华想不到的是，曾经宁静
的村庄如今已是青山逶迤、绿树环
绕。以村头老井边的石条为坐标，老
两口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老宅基地。

停留了片刻，老两口互相搀扶着去
后山祭祖。原来上山的泥土小路已变成
水泥便道，满山的软籽石榴柔软的枝条
随风摇曳。守园的是邻村的吴华明，他
告诉刘国华，这些年，为保护水质，村里的
土地都流转出去，栽上了软籽石榴，他看
园一个月能挣2000多元呢。

来到半山腰的祖坟，摆上贡品和鲜
花，焚香、鞠躬……一招一式，刘国华夫
妇都做得一丝不苟：“爹娘，我们来看你
们了。我们现在在郏县有二层小楼住，
啥都不缺，日子挺好的。年纪大了，下
回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夫妇俩
把藏了一肚子的话都说了出来。

快到中午，老两口才下山。“能回
来一趟，我们心里也踏实了。”看着熟
悉的村庄渐行渐远，刘国华夫妇说，
也许他们不再有机会回到这里，但他
们会叮嘱孩子们不要忘了这里有自己
的根。③6

再回老家看一看

执行航班
突破1600架次

本报讯（记者 宋
敏）4月7日，记者从中
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4月 4日
至7日，该公司管内累
计发送旅客 202.6 万

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4.9%；单
日高峰发送旅客61.4万人次，较
去年同期增长8.1%。

4天来，郑州站、郑州东站、
洛阳车站（含洛阳龙门站）分别发
送旅客 21万人次、11.1 万人次、
4.9万人次，各大火车站短途客流

“爆棚”。清明小长假期间，该公
司管内日均加开临客列车 41.5
对，包括高铁（含城际）24.5对、普
速 17对，客流主要以旅游流、探
亲流、学生流为主，主要发往北
京、上海、广州、成都等热点城市
和省内旅游城市。③5

铁路

4月7日，一名小朋友举着风车在郑州普兰斯薰衣草庄园里嬉戏。该园是以黄河滩地为背景，以农业科技为依托、融
自然风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生态园。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小长假盘点

第十二届2018
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开放创新·合作共赢 距开幕还有9天

发送旅客
202.6万人次

（上接第一版）有利于让公众更好地
认知了解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提升国
家文化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

摊开洛阳的博物馆地图，一座座
宝库展现在眼前：洛阳博物馆、隋唐
大运河博物馆(山陕会馆)、围棋博
物馆、百年留声博物馆、洛阳铲博物
馆……它们有的犹如园林，美轮美
奂；有的藏于小巷，待你发现；有的其
貌不扬，但藏品稀有。

洛阳拥有博物馆(纪念馆)66家，
数量居全省首位，博物馆群已成为古
都洛阳的文化新地标。

围绕建设“博物馆之都”，洛阳市
逐步加大博物馆、遗址公园免费开放
力度，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文化遗产
保护成果。

融合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游以文而兴，文以游而荣，城以

文化旅游而名，文化与旅游相融合，
这是洛阳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
必由之路。

随着全域旅游时代的到来，洛阳
市以历史文化和山水资源为依托，以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为核心，打造
洛阳文化旅游“升级版”，加快实现由
龙门石窟、关林、白马寺“老三篇”向
博物馆之都等“新三篇”转变、由“门
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由“旅游
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

正值牡丹文化节，龙门石窟人潮
涌动。而游客来到景区入口，不用拿
门票、不用掏手机，接近闸机时，系统
将主动识别出面部特征，最快1秒钟
闸机自动打开，即可轻松入园。

“刷脸”入园是龙门石窟持续推
进“互联网+”智慧旅游的又一创新。

洛阳市借助“互联网+”、大数据
等新技术，积极引导旅游与文化、体
育、生态等产业跨界融合，加快了“景
点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变，推动
了景区转型升级。

孟津县朝阳镇卫坡古村落依托
保存较好的清代建筑群，“保护固态、
传承活态、发展业态”，将古村落保护
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使古村落焕发
出新生机，成为文化旅游新名片。

“创新+融合”正成为洛阳旅游产
业发展的新动力。旅游产品和旅游
业态日趋丰富，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和综合实力日益提升。

栾川县、嵩县、孟津县、洛龙区先
后入选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

位名单……一幅全域旅游新画卷在
洛阳徐徐展开。

“以节促建”，文化惠民润民心
“花如海、车如龙、人如潮”。根

植于千年古都这样的文化厚土，洛阳
牡丹文化节 36年“花开不败”，成为
一张金灿灿的“国字号”文化名片。

建成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既是副
中心城市建设的点睛之笔，也是发展
洛阳全域旅游的有力支撑点，更是穿
越时空的里程碑工程。

3 月 22 日，在郑州举行的第 36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新闻发布会
上，洛阳市市长刘宛康宣布：今年牡
丹文化节继续加大惠民利民力度，在
去年“部分公园不收费、旅游年票不
受限、社会车辆不限行、餐饮住宿控
涨幅、环城高速豫C牌照车辆免费通
行”的基础上，新增了“文化消费有补
贴”的“大礼包”。

“以节促建、以节促管、以节推
介、利民惠民、全面提升”的办节会宗
旨，推动了洛阳城市建设、管理的大
提升。

4月 4日，新落成的洛阳兴洛湖
公园正式对外开放。漫步其中，满目
翠绿，鸟语花香，碧波荡漾；牌坊广
场、廊亭、廊桥、路灯等古色古香……

作为洛阳新增的一处大型公共
绿地和生态公园，兴洛湖公园不仅让
周边居民享受生态惠民福利，还改善
了城市生态，提高了城市品位。

兴洛湖公园是今年牡丹文化节
洛阳市突出抓好的33项城建惠民重
点项目之一。这33项重点城建项目
涉及道路桥梁、生态园林绿化、城市
公共服务、城市双修等诸多领域，个
个直指美丽城市建设的“关键点”，桩
桩对接美好生活需要的“关切点”，堪
称一场“大考”。

“一朵花美丽了一座城”。
借助牡丹文化节的“城市美丽行

动”，洛阳新型城镇化获得了“以人为
核心”的好环境，城市基础建设能力
和水平上了新台阶，“加快建设副中
心”有了更大的向心力，国际文化旅
游名城建设进一步夯实了“四梁八
柱”，新时代的洛阳呈现出不同以往
的新气象！

“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工夫织得
成。”古都洛阳正向着建设成为具有洛
阳特色、华夏气派、国际水准的国际文
化旅游名城目标坚实迈进。③5

阔步迈向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4月 7日，
南阳市卧龙区
蒲山镇农民正
在进行花生地
膜覆盖。农忙
时节，该区大
力推广实施农
业 机 械 化 耕
种。⑨3 崔培
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