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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农历戊戌年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又是一年
三月三，新郑收获沉甸甸。4月18日，
在戊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圆满告成
之际，新郑市举行了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经贸洽谈活动市情说明暨项目签约
仪式，共签约第六代AMOLED屏生
产、耀德电子科技、工业智能机器人等
14个项目，总签约额达501亿元。

与往年相比，此次签约的项目
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
强。项目单体投资规模在10亿元以
上的就有 5个，协议金额 449亿元，
如总投资400亿元的第六代AMO-
LED屏生产项目、总投资15亿元的
耀德电子科技项目、总投资12亿元
的联和聚邦乘用车部件产业园项目
等；招引了一批“高、精、尖”项目，其
中新一代电子信息项目3个，工业机
器人、智能电气、汽车新材料配件等

高端装备制造项目也悉数签约。
值得一提的是，第六代AMO-

LED屏生产项目是新郑市大力发展
实体经济，围绕新一代电子信息技
术招引的一个优质型项目。该项目
主要建设第六代AMOLED面板生
产 线 及 模 组 生 产 线 ，生 产 柔 性
AMOLED显示屏及模组等高端产
品，项目达产后，预计月产基板3万
片，年产值约200亿元。

连年成功举办的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已让新郑成为全球华人的拜祖
圣地、中华儿女的心灵故乡。根亲文
化已成为新郑招商引资的一张响亮
名片。近年来，新郑市招引企业累计
达 688家，已到位资金 918亿元，实
际利用外资13.8亿美元，不断为该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次中心建设夯实产业支撑。③3

新郑市拜祖大典经贸洽谈活动成果丰硕

14个项目签约 引资超500亿元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我祖勋德，恩泽八方。
启迪蒙昧，开辟蛮荒。伟烈丰功，万古流芳。
教民耕牧，莳谷树桑。婚丧有礼，历数岐黄。
始作舟车，初制度量。举贤任能，整纪肃纲。
修德怀远，封土固疆。肇守一统，和合共襄。
明德亲民，历尽沧桑。筚路维艰，多难兴邦。
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千秋风流，共赋华章。
天下为公，民本为上。振兴斯土，百年梦想。
传承创新，博采众长。自尊自觉，自信自强。
脱贫纾困，户户小康。改革无已，亿民所望。
日新月异，愈益开放。卌载一瞬，岁岁辉煌。
浩浩九州，大河之南。秣马执辔，崛起中原。
先祖垂宪，黾勉今贤。壮哉郑州，辐射致远。
十八名城，腾跃争先。接南承北，东西相挽。
多业并举，黄淮期盼。中州亿众，重任在肩。
世法天地，道法自然。和而不同，君子择善。
港澳来归，合力向前。两岸稍隔，血脉相连。
分久必合，世传万年。国荣俱荣，蚍蜉撼难。
紧拥共赢，俯仰皆寛。前路漫漫，何辞万难。
人类兴衰，同命相连。有进无退，唇亡齿寒。
厚德载物，远近歆瞻。鄙弃零和，至诚至善。
一带一路，文明互鉴。大小仁智，并肩扬帆。
龙腾云起，智者同欢。大同必达，日月经天。
恭此，敬以告慰我祖 伏惟尚飨!

维公元 2018 年 4 月 18 日，岁次戊戌，三月初
三。全球炎黄子孙俊彦，汇集于中华始祖轩辕黄帝
故里故都，以庄严神圣之心，怀追远感恩之情，仰拜
我文明始祖于具茨山下，溱水河畔。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会长许嘉璐沐手振衣，谨以天下我祖苗裔之
名，肃立恭颂我始祖轩辕黄帝功德。

辞曰：

拜祖文

本报讯（记者 冯芸）4月 18日，全
省社科理论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
（第一场）在郑州举行。研讨会的主题
是：“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重要思想”。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赵素萍出席并讲话。

在听取我省社科理论界 11位专
家学者的发言后，赵素萍指出，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事
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省社科
理论界要切实提升政治站位，深刻认
识重大意义，学习好、阐述好、与实践

结合好，让党的创新理论为群众所掌
握并自觉贯彻到实践中去。

赵素萍强调，要坚守根本政治立
场，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深刻
领会其体现的人民的主体地位、鲜明
的人民立场、真挚的为民情怀。要不
断增强政治自觉，把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贯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全过程，始
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为
人民著书立说的理想、深入实践深入
群众的工作方法，在服务、满足群众中
实现理论的价值，推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
实里走、往心里走。③7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4月 18日
晚，2017“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揭
晓，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济超，副省长戴柏
华，省政协副主席周春艳，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顾雪飞等出席颁奖典礼。

本次当选“感动中原”人物的分别
是：恪尽职守、用一腔真情铸就警民之
间大爱的济源市公安局沁园社区民警
毛立争；勤勉奉公、捍卫正义的尉氏县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田文生；三次援疆、
为新疆教育事业殚精竭虑的河南理工
大学高级工程师刘志怀；深明大义、将
珍贵文物上交国家的商水县固墙镇固
墙村村民何刚；与死神赛跑、誓让村民
永不返贫的渑池县段村乡四龙庙村党

支部书记张东堂；悬壶济世、年过九旬
仍坚持坐诊的河南中医药大学主任医
师张磊；不离不弃、用 30多年背负诠
释手足之情的平顶山市湛河区伟和疼
痛门诊医师李永和、窦小伟；笑对人
生、在残奥会和残疾人世锦赛上勇夺
金牌为国争光的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学
生李露；践行雷锋精神、真心服务乘客
的洛阳市出租车司机娄建党；勤俭助
学、13年坚持帮助贫困学生圆梦的安
阳市内黄县马上乡燕庄村村民燕志
学、吴明彦夫妇。

本次“感动中原”年度集体奖授予
了由我省医疗卫生行业人员组成的不
畏艰苦、甘于奉献、医术精湛的中国第
十八批援赞医疗队群体。③7

本报讯（记者 刘勰）4月 16日至
17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
委主任任正晓不打招呼、不要陪同、不
预设路线，随机到农户家中调研，了解
上蔡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任正晓一行先后到和店镇范王村、
大王村和蔡沟乡方刘村、大任村等地，
访民情、察民生，详细了解精准扶贫政
策落实、村干部作风转变和村民生活情
况，检查驻村第一书记在岗情况，叮嘱
村干部加强教育引导村民，培育文明乡
风，加强村容村貌建设，摸清“空心户”
情况分类施策。任正晓还实地了解扶
贫项目和扶贫规划实施情况。

17日在上蔡县召开的座谈会上，

任正晓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关于切实增强调查研究实效的要
求，对本次调研中反馈的问题，务必认
真对待，切实整改。上蔡县要提升政
治站位，坚定不移把脱贫攻坚作为头
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坚持精准扶
贫，既要抓好脱贫攻坚措施落地见效、
又要抓好扶志扶智扶精神，把脱贫攻
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
来，强化纪律保障，补短板强弱项，切
实提升脱贫攻坚工作的质量效果和群
众满意度。要注重“啃硬骨头”，注重
脱贫质量，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精准
帮扶稳定脱贫，坚持开发与保障性扶
贫并重，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③6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4月
18日，作为第十二届中国（河南）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的分会场，新时代“一带一
路”城市产融合作论坛暨洛阳牡丹文化
节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洛阳举办。十二
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丝路规划研究中心
理事长陈元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致
辞。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
锦，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省
政协原副主席靳绥东等出席会议。

陈元指出，在国家战略布局上，“一
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区域性中心城
市、全国性交通枢纽、自贸区、自创区等
政策机遇惠及洛阳，洛阳迎来了新的重

大发展机遇。洛阳融入“一带一路”既
是国家发展的新要求，也是城市发展的
新机遇，必须树立全球视角，着力发挥
自身优势。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我国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进程中，古都洛
阳一定能够再次腾飞、再创辉煌。

李亚在致辞中说，作为“一带一路”
主要节点城市，洛阳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实施更
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建立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
视野、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全方位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着力打造中西部
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③6

（上接第一版）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着力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让
河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新征程中更加出彩。

9时50分，大典主司仪刘伟宣布
戊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开始，全体
肃立，鸣盛世礼炮21响。随后，王正
伟、桑国卫、王国生、陈润儿、黄志贤、
龙明彪、朱奕龙、张希清、马懿等先后
走上拜祖台，向黄帝像敬献花篮。

在净手上香仪式中，蒋孝严，香
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智，世界
华人企业家联合会荣誉主席、中国侨
商会副会长叶惊涛，欧洲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副主席、欧洲华侨华人社团

联合会第十届主席曹燕灵，俄罗斯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原毅，
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李
新铸，美国海外炎黄子孙拜祖大典组
委会负责人、河洛医科大学校长杨
磊，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总会会长潘星
华，美国美中经贸促进总会主席杨功
德等走到台前，虔诚地净手上香。

随后，现场全体人员面向黄帝
像，满怀崇敬之情“行施拜礼”，深深
三鞠躬。

“行施拜礼”后，许嘉璐缓步登上
拜祖台，恭读拜祖文：“华夏文明，源
远流长。我祖勋德，恩泽八方。启迪
蒙昧，开辟蛮荒。伟烈丰功，万古流
芳……”敬颂轩辕黄帝启迪蒙昧、开
辟蛮荒、修德怀远、封土拓疆、肇造文
明、光被八方的伟烈丰功，
歌颂中华民族传

承创新、博采众长、薪火相传、再造辉
煌的不朽业绩。

10 时 18 分，著名歌唱家张英
席、陈明带领合唱队高唱拜祖大典经
典歌曲《黄帝颂》。

在接下来的“乐舞敬拜”环节，演
员们身着红色华服，和着古朴乐曲，
用灵动的舞姿表现炎黄子孙虔诚之
心、恭敬之意。

在“祈福中华”环节，来自海内外
的27位优秀炎黄子孙代表，在祈福树
上悬挂祈福牌。接着，他们登上拜祖
台，面向黄帝像深深鞠躬，并在拜祖
文长卷上用印，共同表达对轩辕
黄帝的敬仰和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对世界和平和
睦和谐的美好祝愿。

最后，5 位来自祖国大陆和香
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华裔小朋友，登上拜祖台，放
飞手中的和平鸽。此时，拜祖广场上
颂歌飞扬、金龙吐水、彩球腾空，现场
气氛达到了高潮。

至此，拜祖大典九项仪程全部完
成。

10时 36 分，主司仪刘伟宣布，
戊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告成。

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
华侨以及国内社会各界人士近万人参
加了当天的拜祖大典。③6

（上接第一版）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支持
河南发展，当好中原文化、中华文化走
向世界的文明使者，当好共建“一带一
路”的有生力量，当好“中原更加出彩”
的参与者践行者，当好中国与世界沟
通的纽带桥梁，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
美好未来。

会上，10位侨领和企业代表作了
发言，大家热情地介绍各自情况，点赞
河南发展，为河南构建对外开放新格
局建言献策、凝聚合力。会议现场发
放了APEC商务旅行卡，开通了“河南
外侨”微信公众号，有关企业和侨团签
订了合作协议。③6

（上接第一版）
哈德尔别克·哈木扎说，在党中央

的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新疆全力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疆方略，呈
现出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
的良好局面。这一局面的取得，离不
开河南多年来给予的支持帮助。豫疆
友谊源远流长，尤其是河南援疆干部

在工作中体现出的良好精神风貌、将
新疆当作第二故乡的真挚情谊，令人
感佩。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好双方
合作项目的落实工作，同时也邀请更
多河南企业到新疆发展，双方共同努
力，推动援疆工作、豫疆合作进一步深
化。

孔昌生、王铁参加会谈。③7

赵素萍出席全省社科理论界研讨会

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贯穿社科理论工作全过程

2017“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揭晓

任正晓在上蔡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指出

切实提升脱贫攻坚工作质量效果
和群众满意度

新时代“一带一路”城市产融合作论坛暨
洛阳牡丹文化节投资贸易洽谈会举办
陈元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亚致辞

陈润儿与参加投洽会的新疆代表团进行会谈

4月18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以及国内社会各界人士近万人参加了拜祖大典。⑨6

戊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隆重举行

海内外华人华侨共聚黄帝故里。⑨6

少儿合唱队高唱少儿合唱队高唱《《黄黄
帝颂帝颂》。》。⑨⑨66 本版图片均本版图片均
为本报记者为本报记者 聂冬晗聂冬晗 摄摄

首届河南“五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举行

三月三 拜轩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