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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洛阳市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 8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 58 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 135项。

基层亮点连连看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李新安 通讯员 栾海宁）1月
30日，记者从洛阳市非遗保护中心获
悉，日前孟津县和洛阳市老城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数字化工程拍摄工作已经完
成。洛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距离实
现“数字化”又近了一步。

据了解，目前洛阳市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8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58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35项。

随着时代变迁，不少传统技艺类
非遗项目的存续环境堪忧，传承链条
面临断裂危险。数字化技术，可对非

遗项目进行信息采集和储存、处理和
传播。2018年 12月，洛阳市非遗数字
化工程拍摄工作正式启动，首批拍摄
对象为市级非遗名录体系中19项传统
技艺类非遗代表性项目，涵盖了纺染织
绣、编织扎制、雕刻塑造、金属加工、陶
瓷烧造、文房制作、食品制作等 7个大
类，涉及洛阳 11个县（市）区。这是洛
阳首次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开展专
项、集中的数字化信息采集工作。预计
此项工作将持续至今年 9月。拍摄完
成后，除采集全套信息外，还将对剪辑
播出版本进行集中宣传展示。

“非遗项目的数字化保护，主要是

借助数字摄影和录音、建立数据库等
现代信息科技手段，为传承、研究、宣
传、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珍贵资
料，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可共享、
可再生的数字化产品，不断提高文化
传承与保护的效率，让更多人感受到
民族文化的韵味。”洛阳市非遗保护中
心相关负责人说，同时，非遗“为民族
立魂、为生活点睛”已成为社会共识，
数字化工程将对贯彻落实国家“传统
工艺振兴计划”，推动非遗“见人见物
见生活”理念的施行，促进洛阳经济发
展与文化传承相结合，发挥更大的作
用。③8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月 28日，“中华老字号
故宫过大年展”活动开幕式在北京故宫隆宗门广场
举行，包括我省在内的全国 10省市的 150家老字号
及非遗企业应邀参展，带来了各地美食小吃、传统
年货、文化用品、特色工艺品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技
艺等，我省共有 11家老字号企业应邀参加。活动从
1月 28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开始，将一直持续到 2
月 10日（农历正月初六）。

此次“中华老字号故宫过大年展”由商务部、文
化和旅游部支持，故宫博物院等单位主办。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参加企业和
产品分别是：毛笔发源地、有“妙笔之乡”美誉的项城
“汝阳刘”毛笔；低度酒鼻祖、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弓
的“张弓”；冯骥才曾题字、栩栩如生的朱仙镇“天成老
店”木版年画；八朝古都开封久负盛名的色泽金黄、皮
脆肉嫩的“福兴斋”桶子鸡；始于唐兴于宋具有君子本
色、表里如一的焦作“金谷轩”绞胎瓷；拥有400余年
康百万家族历史的温县“怀山堂”铁棍山药制品；始于
1365年明泽天下正宗传承的太康“明正”牛肉；黄河
故道绿色明珠民权“冷谷红”葡萄酒；乾隆十六年铁定
禹州粉条为素鱼翅的“盛田”鲜粉；唐代茶圣陆羽曰
“淮南茶”、光州上的信阳“光山”茶叶；始于夏、兴于汉
的刘秀赊旗酒中之秀的南阳“赊店”老酒。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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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郭兵

“ 妹 妹 找 哥 泪 花
流，不见哥哥心忧愁……”电影《小花》里悠扬的音乐响起，仿
佛一下子把人拉回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桐柏县，电影《小花》和电视剧《桐柏英雄》的故事发生地、
解放战争时期三军会师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援地，
如今早已旧貌换新颜。记录“桐柏精神”的桐柏革命纪念馆静
静伫立在翠屏山下，无言地讲述着那段战火中的燃情岁月。

1月 28日，走进桐柏革命纪念馆，仿佛步入一条革命历
史的时空隧道。白果树下，农协会员商讨发动万人桐柏暴动；
太白顶上，鄂豫边工委决定开展桐柏山游击战；三军会师，歼
灭敌人过万，毛泽东致电祝贺；中原突围，牵制敌军 30万人，
南北两路成功西进……一个个历史片段、一位位英雄人物，令
人肃然起敬。

早在五四运动前夕，桐柏地区就爆发过反帝反封建的农
民运动。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党所领导的桐柏人民
革命武装斗争始终如火如荼。

从 1925年到 1947年，在桐柏县境内先后建立过 6个省
级、5个地级、12个县级党政军领导机构；红三军、红二十五
军、红二十八军等部队都曾在这里转战、驻防；刘少奇、李先念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桐
柏人民曾先后为工农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后来的人民解
放军输送兵员万余人，建立 20余支地方革命武装，锻炼成长
了金孚光、张星江等一大批英雄人物。

青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据不完全统计，为了解放和保
卫桐柏这块革命根据地，1.2万余名党员干部、战士和革命群
众壮烈牺牲。1984年，桐柏被确认为老苏区县。2005年，桐
柏县人民政府在中共中央中原局旧址的基础上，修建了桐柏
革命纪念馆。

桐柏革命纪念馆被评为“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
国百优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基地”和“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自2006年开馆以来，已接待游客270余万人次。③8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月 30日，郑州警方通报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2018年，郑州警方共打掉黑社会性质
组织15个、恶势力犯罪集团39个，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
6亿多元。

一年来，郑州警方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铲除
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深挖查处了一批黑恶势力

“保护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带动社会治
安形势进一步好转，全市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4.5%，人民群众
安全感明显增强，满意度明显提升。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问题，郑州警方组织开展了
多个专项打击行动。两个打击重点是：在农村地区重点打击把
持基层政权的“黑村官”和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欺压百姓的“村
霸”“恶霸”；在城市地区重点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
索、聚众滋事的“行霸”“市霸”。3个专项打击行动是：代号“铁
拳”的打击非法收车黑恶犯罪专项行动、代号“亮剑”的打击农
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代号“飓风”的打击黑保安、黑出租、黑物
业、黑中介、黑停车场和黑渣土车等“六黑”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通过郑州警方开展的打击非法收车“铁拳”行动，目前郑
州市内非法收车黑恶犯罪基本绝迹。郑州警方打击非法收车
的做法得到了公安部的充分肯定。③8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 通讯员 杨烨 陈璞）“‘满意不满
意，群众说了算，企业说了算’这种以民为本的监督方式，我们
非常欢迎，希望长期坚持。”1月 28日，在开封市纪委监察委
组织的社会意见反馈会上，开封市中立信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董事长韩国保说。

新年伊始，开封市纪委监察委紧盯干部作风，持续创新监
督模式，协助开封市委出台了《关于在全市优化营商环境中强
化监督执纪问责的工作方案》，决定对简政放权“不作为”、服务
企业“慢作为”、履行职责“乱作为”等突出问题，通过畅通企业
投诉渠道，加强对服务窗口办事效率、服务质量、工作作风的监
督检查，对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优先办理，重拳出击。

为坚决杜绝重点岗位人员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现象，
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监督作用，2018年 5月，开封市纪委监
察委会同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制定了《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构
建“亲”“清”政商关系“清风行动”实施方案》，从当年 6月开
始，每两个月邀请企业家代表，对全市职能部门中 73个具有
行政审批和服务职能的重点科室、行政执法单位以及公共服
务单位的服务情况进行综合评议。

截至目前，此评议活动已开展 4次，评议结果全市通报，
排名后 3位的 10家单位被公开通报批评，曝光典型案例 3起
4人，对7名责任领导实施了约谈或诫勉谈话。

与此同时，开封市纪委监察委牵头在全市探索建立“互联
网+监督”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对“互联网+政务服务”出
现应该网上办理而不网上办理、行政审批异常、超期办理问
题，以及脱贫攻坚、重大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严重滞后等问
题，实施重点监督，及时发现和查纠懒政怠政、为官不为以及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全面提升监督执纪效能。

执纪监督高质量为开封市经济发展高质量提供了坚强保
障。“今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将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严格监
督执纪问责，为开封市打造营商环境国际化引领区、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纪法保障。”开封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察委主任卢志军表示。③8

桐柏革命纪念馆：

讲好革命故事 传承桐柏精神

扫黑除恶进行时

开封：

执纪监督重拳出击
“不作为”“乱作为”

郑州警方打掉
15个黑社会性质组织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 月 29 日，全
省商务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记者从会上
了解到，2018年，河南自贸试验区全年新
设企业 2.63 万家、累计达到 4.99 万家，注
册资本3011亿元、累计达到6190亿元。

据省商务厅厅长张延明介绍，河南自
贸试验区去年紧紧围绕“两体系、一枢纽”
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积极构建
政务、监管、金融、法律、多式联运五大服
务体系，加快推进总体方案落实，总结形
成 225 项改革创新举措（案例），其中跨
境电商“网购保税+实体新零售”入选
2018 年全国自贸试验区十大创新成果；
国务院印发支持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创
新举措，明确支持郑州机场利用第五航权
开展业务。

同时，围绕自贸试验区功能定位，我省
完善产业规划，加大招引力度，强化开放合
作，出台了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在平台
载体、培育新产业、发展总部经济等方面重
点支持。普华永道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全
部入驻自贸试验区，珠海银隆新能源汽车
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格力集团中
央空调项目、上汽集团乘用车二期项目等
加快建设。③9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孙静）1 月 28
日，记者从郑州海关2019年关区工作会议
上了解到，去年郑州海关“放管服”改革取
得大进展：行政服务实现“一个窗口”受理，
提交单证材料由132种减至40种；协助完
成美国农业部对我省禽肉生产监管体系等
效性评估，助力我省熟制禽肉企业首次获
得美国注册资格；新增备案出口食品生产
企业107家，总数保持中西部第一。

记者了解到，去年 12 月 18 日，海关
总署网站公布《获准出口美国肉类（仅指
禽肉）注册企业名单》，河南鹤壁永达美源

食品有限公司成为总署公布的 3 家企业
之一，获准向美国出口禽肉，这也标志着
河南出口美国熟制禽肉监管体系通过美
国等效性评估。据悉，去年 11月，美国农
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专家组对郑州海关
出口禽肉监管机构、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文
件、对出口企业的卫生管理要求、危害分
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安全风险监测计
划、微生物检测计划及执行等六个方面进
行了评估，对鹤壁市永达美源食用有限公
司生产前卫生、加工车间、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文件及记录等进行了现场检查。美

方对郑州海关输美禽肉监管体系、人员监
管能力等表示认可。

此外，郑州海关在“放管服”改革上取
得的成绩还包括海关与市场监管部门年报
合并申报，企业注册备案融入地方“一网通
办”；“双随机”拓展至关税、稽查、加贸、检
验检疫等业务领域，随机布控比例保持
90%以上；推荐10家企业入选“龙腾”行动
知识产权保护重点企业目录；签发区域性
优惠原产地证书 4.2 万份、金额 164.5 亿
元，分别增长 12.9%和 29.1%，为企业争取
进口国关税优惠14亿元。③9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王永乐 通讯员 彭舸惠）1 月 28
日，新乡市新飞冷柜总厂里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销往孟加拉国的首批 650台冷柜
整装待发。

据新飞电器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企业
各系统已恢复至年产销 200万台的能力。
其中1月 23日新飞发货6090台，创复工5
个月来日发货量最高纪录，实现了新年“开
门红”，为今年销售收入突破 20亿元奠定
了基础。

2018 年 8 月复产后，新飞发挥在技

术、品牌、产品线和市场资源等方面的优
势，于当年 11月份即实现盈利，这也是新
飞在经历连续 7 年的亏损后首次实现盈
利。当月 500多名合作伙伴齐聚新飞，表
示将用最快时间恢复新飞市场，并当场签
订意向订单，金额超 2亿元。

众多经销商对新飞电器充满信心。新
飞电器黑龙江牡丹江区域经销商李文波
说，在新飞电器复产后，他们已经采购了
200万元的新飞产品。蒙古经销商在参观
了新飞生产线、产品展示区后，当场签订首
批采购订单。

目前新飞已经恢复了国内 28个区域
的市场；国外业务正在积极恢复中，东南
亚、南亚市场的订单纷至沓来。4月新飞
还将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
易会，与更多国外客户接洽，研发更多适合
国外市场的产品。

新飞电器总经理吕剑表示，从 2019
年起的 3 年内，新飞冰箱、冷柜的产销量
预 计 将 突 破 300 万 台 ，同 时 将 开 拓 空
调、洗衣机产品，增强企业多元化经营
的竞争力，从而使新飞重返行业第一阵
营。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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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自贸试验区去年新设企业2.63万家
我省去年新增备案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107家

650台新飞冷柜销往孟加拉国

1月 29日，柘城县千树园广场12对新人举行零彩礼大型集体婚礼，他们是笃信“不要车不要房，自己的事业自己
创”的零彩礼新人。近年来，柘城县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在农村倡树文明新风，一大批青年人为了真爱摒弃高额彩
礼，婚恋新风渐渐深入人心。⑨6 张书珲 宋华健 摄

零彩礼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