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冯刘克 曹磊）如今，在郑
州市金水区，孩子放学后需有人照管、
就近健身娱乐这些看似小事却关乎
居民获得感、幸福感的诉求，很多在新
建的党群服务中心就能得到解决。

5月6日，记者在郑州市金水区未
来路街道和凤凰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看到，儿童乐园、科技体验馆、图书阅
览室等一应俱全。“这些功能各异的场
馆，每天利用率都很高。”金水区委组
织部部长时博介绍，“全区统筹谋划的
22个党群服务中心，不仅成为党员群
众学习、娱乐、沟通的场所，也是党员
服务社区、服务居民的平台。”

如何不断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工
作整体提升？金水区学习北京、上海
等地先进经验，把工作重点放在夯实
基层党建基础上，注重把更多资源、
服务、管理往基层放，通过党建引领，
凝聚各方力量，共建幸福家园。

为了把服务和需求对接起来，金
水区一方面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开展
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充分征求群众和
各单位意见，以期科学合理构建服务

体系，建设符合居民需求的党群服务
中心；另一方面吸纳第三方公益企业
入驻，以极低的价格提供更为专业多
元的服务，共同助力党群服务中心开
展活动，服务党员群众。在凤凰台街
道党群服务中心，第三方公益企业西
柚橙教育易元健身中心的入驻，让居
民享受到设施完善、正规专业的健身
服务，而居民每次去健身，该中心仅
象征性地收取一元钱费用。

地面洁净，彩绘上墙，鲜花点缀
……走在花园路街道的大街小巷，让
人真切地感受到道路“颜值”的提升。
这正是花园路街道以党建为引领，实
施推进“路长制”显示出的效果。立足
于基层党建联建共建，花园路街道积
极动员区域党委成员单位认领责任路
段，号召在职党员到路上报到，发动沿
街商户和群众共同参与，与“路长”协
力推进道路净化、文化、美化、亮化工
程，换来市容市貌焕然一新。

“随着时代的发展，群众对基层
党组织的需求更多地转移到期盼获
得更多优质、高效、多样化的服务上
来。”金水区委书记陈宏伟说，“我们
要适应这种变化，以党建为引领，以
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为目标，推出
更多党建项目，提升服务水平，让群
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③4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通讯员
肖飞）“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
昃，辰宿列张……”流传千年的中华
蒙学经典《千字文》，闪耀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连通着海内外华人
的赤子心。

5月 11日下午，在《千字文》作者
周兴嗣故里沈丘县，50余名来自周口
和台湾的书法家聚集一堂，挥毫泼
墨，以《千字文》为内容，用篆隶楷行
草各种书体，共同创作了一部恢弘的
书法作品。

同书《千字文》是沈丘县主办的
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暨释广元长老捐
赠书画展活动的一部分，该活动为期

4天，还包括释广元长老捐赠书画展、
海峡两岸书法家交流笔会及中原碑
林揭牌仪式等。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书画作品捐
赠仪式上，释广元长老为沈丘县捐赠
书画作品 200多幅，除个人作品外，
作品中不乏刘墉、何绍基、于右任、张
大千等古今书画名家真迹。释广元
长老俗名宋元如，别署竹云斋，1928
年出生于沈丘县刘湾镇宋阁村，1948
年赴台为僧，现为台湾净律寺住持，不
仅是知名大德高僧，也是造诣深厚的
书画大家。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沈丘
县和台湾文化交流不断，为推动海峡
两岸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5月10日，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主办，信阳市人民政府、北京字节
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首届全球
文旅创作者大会在信阳正式启幕。

大会主题是“从家出发，去看更大
的世界”，时间将持续至今年10月。活
动期间，将邀请1500余名国内外知名
文旅创作者到河南采风、创作，依托今
日头条、抖音短视频、西瓜视频等新媒
体平台和技术手段，把“老家河南”的
秀丽山川最大限度地在全国范围内传
播，全面提升河南文旅形象。本次大
会的一大亮点是创新文旅扶贫形式，
选取了一批贫困县作为重点推介对
象，充分发挥文化旅游的产业扶贫生

力军作用。
据悉，此次活动共分为启动大会、

共创阶段、颁奖盛典三大部分。在共
创阶段，国内外文旅创作达人、平台用
户、省内外各大媒体等将在今日头条、
抖音短视频等平台进行内容创作，并
举办全国挑战赛等多个主题活动。此
次大会除了信阳主会场外，还在淅川、
南召、林州等市县设十大分会场，文旅
创作者依托当地特色资源，从“山水风
景”“豫味美食”等多个角度进行创作，
推动线上线下传播形成层层裂变。

在大会举办期间，还将从图文、
图集、短视频、长视频等方面进行优
秀文创作品的评选，并于今年 10月
举行颁奖仪式。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5 月 10
日，2019“同根同源”豫台文化旅游高
峰论坛在三门峡国际文博城举行。

“同根同源”豫台文化旅游高峰
论坛是豫台两地精心打造的一个合
作、交流平台，自 2005年开始举办。
目前，台湾已成为河南游客的重要旅
游目的地之一，“老家河南”的品牌也
已在台湾民众心中产生共鸣。

本届论坛上，围绕豫台文化旅游
交流、发展乡村旅游等问题，两岸业
界专家纷纷发言，分享新理念，阐述
好经验，共同探讨合作的新路径。

谈到乡村民宿发展，台湾好客民

宿协会理事长黄秀惠表示，发展民宿
最需要的就是人本精神。要视客如
亲，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相信通过本届论坛以及考察
活动，豫台两地可以增进交流、加强
文旅企业业务往来，分享产业创新
转型升级的经验，两地未来可以在
推动乡村旅游与体验观光的路上携
手合作。”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会长赖
瑟珍表示。

论坛上，三门峡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与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豫台
两地的旅行社代表分别签署旅游合
作协议。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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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新理念 探讨合作新路径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5 月 9 日下午 4 时，在位于长
葛市大周产业集聚区的汇达印通
科技公司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忙
碌，一卷卷经过铸轧工艺形成的铝
合金卷材，经过数十道工艺处理
后，摇身变成了具有高平整度、高
感度的多种印刷版材，运往世界各
地。

“我们正在准备往土耳其发的
货，要装两个集装箱，共2.5万平方
米。”公司董事长张朝阳告诉记者，
今年前 4个月，公司对俄罗斯、印
度、欧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出
口额480万美元，同比增长45%。

“感谢这个时代，感恩这个平
台。”45岁的张朝阳说，“是脚下的
这片热土成就了我，让我有能力帮
助更多的乡亲致富。”

1992 年，高中毕业的张朝阳
到广东深圳等地的电子厂、印刷厂
打工，经过多年艰辛打拼攒下“第
一桶金”。2003年，他在回乡时发
现，作为远近有名的“有色金属之
乡”，大周镇有着从全国各地收购

来的废旧印刷版材，却因无人懂市
场，只能按“白菜价”贱卖。

何不利用多年在外的“人脉”
和信息优势，依托家乡资源禀赋，
创办一家印刷版材企业？看准商
机的张朝阳在当年就回乡创办了
汇达印通。凭着质量意识和拼搏
精神，企业一步步发展壮大。如今
的汇达印通，从起步时的年产值
300万元，发展成为年产值 2.22亿
元的大型印刷版材生产企业。4
月 26日，汇达印通在新三板挂牌
上市，迈出了进军资本市场的坚实
一步。

张朝阳认为，面对激烈的市
场竞争，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

“源泉”。在建厂之初，汇达印通
就成立了研发中心，研发投入占
到销售收入的 8%以上，并与北京
印刷学院等院校联姻，使产品实
现了从低端到高端、从普通 PS版
到双涂热敏—CTP 版材的跃升，
多项核心技术指标业内领跑。

致富不忘众乡邻。汇达印通
不仅为当地群众提供了 200 多个
就业岗位，还设立了扶贫车间，对
口扶贫南席镇毛庄村，直接带动

10多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通过进厂务工，我现在每个

月能挣 4000 多块钱。”59 岁的贫
困户李平说，“在家门口就业，日
子越来越好。”

立足脚下这片沃土，张朝阳
率领“汇达”向着百年企业目标奔
跑。③4

□本报记者 李英华

5月2日，周口市郸城县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轻轻按下开关，一个黑黝黝
的、成人拳头粗细的管子从地底下缓缓
地冒了出来，一直升到距地面170厘米
处，均匀、细密的水花随即喷洒出来。
20分钟过去，元胡喝饱了水，绿色、狭长
的叶子舒展开来。再按一下开关，管子
就“听话”地缩进了地里。

“多亏了这个能‘上天入地’的智
慧喷灌，我们今年的元胡才能够产量
大增。”从江苏来郸城种植中药材的杨
总笑得合不拢嘴。

元胡这种中药材在郸城能够丰产，
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经过试种、测
产、药物含量测试等，杨总发现郸城特
别适宜种植元胡。“但是，这种中药材喜
欢温暖的气候和向阳、湿润的环境，几
乎每周都要浇一次水。”杨总说。可是
传统的灌溉方式需要拉着水管来灌溉，
费时费工不说，还会踩踏植物，极大地

影响了产量。去年，他们引进了这套地
埋式智慧喷灌系统，原来十天、半个月
才能浇一遍的土地，现在顶多3天就能
浇完，产量大幅提升。下一步，他们打
算把流转的5000亩地都安装上这种喷
灌系统。

能伸能缩的喷灌系统？不可能。
水管伸出来这个问题好解决，可是要
缩回去，这还是一个世界难题，世界第
一大喷灌设备公司、以色列耐特菲姆
中国区负责人断定。可是，当他来到
现场，亲眼看到喷灌水管“上天入地”，
瞠目结舌之余不得不心服口服。

更让这位负责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套伸缩式地埋智慧喷灌系统的发明
者，居然是鹿邑县一位只有初中文化
水平的农民。

今年 47岁的杨旗 18岁离开家乡
闯荡，当过厨师、开过餐馆，2011年回
到家乡鹿邑开餐馆。家里有四五亩地，
老人心疼不让撂荒，杨旗让媳妇照看餐
馆，他负责种地。“浇水太难了。”他回忆
当时的情景，小麦、玉米轮作，每年至少
要浇 4次水，拉着水管踩在泥地里，耕
种收的机械化率那么高，为啥浇水不能
实现机械化？

说干就干。“要知道，初中时我物
理学得最好。”杨旗有一股子钻劲，遇
到不明白的问题就上网查资料，河南
理工大学教授、省农科院专家都成了
他的老师。利用回吸原理，让喷水管
能伸出来，但是要解决再缩回去的难
题，他足足钻研了将近 3年时间，申请
了 10多项专利，并创建了及时雨节水

灌溉设备有限公司。省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院的报告显示，杨旗研制的伸缩
式地埋智慧喷灌系统利用负压将喷水
器回缩入地下，在国内尚属唯一。

河南是农业和粮食生产大省，同
时也是水资源贫乏的省份。省水利科
学研究院的资料显示，农业用水占全
省用水总量的 40%以上，有效利用的
灌溉水量仅占总灌溉水量的 60%，农
业节水潜力很大。

中国农科院农田灌溉研究所研究
员黄修桥说，智能地埋伸缩式喷灌系
统，是在传统固定式喷灌系统基础
上研发的一种节水灌溉新技术，具有
应用范围广、节水和节地效益显著、管
理成本低、适合大田机械化作业等特
点 ，规 模
化效益显
著 ，具 备
良好的推
广应用前
景。③3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姬姣姣）5月11日，全国太极拳健康工
程系列活动——2019年太极拳公开赛启动
仪式在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太极广场举行。

当天上午，一面长 18米、宽 12米的国
旗图案摆放在太极广场南端，两端分别是
1949和 2019两个年份图案，寓意新中国成
立70周年。12000名机关干部、高校学生、
企业职工、社区居民等太极拳爱好者身着不

同颜色服装构成太极主图，100名与共和国
同龄的 70岁老人构成副图，集体演练太极
拳八法五步，展示太极拳形象。

演练结束后，万余名市民挥舞手中的国
旗，齐唱《我和我的祖国》。随后，为期两天
的2019年太极拳公开赛（河南站）在太极馆
开赛，来自各地的近 500名太极拳参赛选
手参加了竞技太极拳和传统太极拳等项目
的比赛。③4

扫一扫
看“黑科技”

能“上天入地”的智慧喷灌

扎根沃土创新业

——返乡创业正当时

创客心语

从当初下定决心回乡创

业，到如今企业实现新三板挂

牌上市，“汇达”的发展壮大，

离不开我们对市场的精准把

握，更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

给予的倾力支持、创造的一流

环境。

创 业 维 艰 ，却 有 规 律 可

循。回首来时路，搏击市场，

笑对风雨，需要敏锐“嗅觉”，

需要创新为本、人才支撑，集

聚高端创新资源为我所用。

走对了路，就不怕路远。

瞄准自己的“小目标”，脚踏实

地，持之以恒，必能久久为功。

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非

索取。我将尽力办好企业，尽己

所能回报家乡父老，让大伙儿过

上更加美好的生活。③4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整理）

万人同练太极拳

▲ 12000名太极拳爱好者和100名70岁老人共同构成一幅太极图。⑨3 邓放 雷乃益 摄

5月11日，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太极广场，2019年太极拳公开赛启动仪式在此举行，仪式现场，万余名太极拳爱好者集体演练太极拳八法五步。⑨3 赵林峰 摄

田野里的 黑科技
基层亮点连连看

要闻│052019年5月 13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王斌 美编 党瑶

5月 9日，濮阳市河南省君恒实业集团扩建项目正在施工。该企业与中
科院合作研制的耐高温生物尼龙技术，在高端润滑油行业打破壳牌、美孚等公司
的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上接第一版）

生态立县，从“吃山”靠开矿
到靠种树

生态美、旅游兴、百姓富。庄子村的发
展，成功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也是栾川县发展乡村旅游、助力脱贫攻
坚的缩影。

5月8日，栾川县委书记董炳麓说，去年，
结合洛阳市“南部生态涵养区”建设要求，栾
川县对发展战略作出调整，摒弃“吃山靠开
矿”的思想，将“生态立县”放在了优先实施的
战略地位，推行全域绿化，实行“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

在下大气力治理292家“散乱污”企业和
对工矿企业进行绿色化改造基础上，去年
栾川县又列出生态发展的负面清单，禁止
新上小水电、漂流等 7类破坏生态的项目。

瞄准生态游、培育新业态。栾川县为
协心村、拨云岭村、北乡村等 15 个村免费
编制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结合全县 83 个贫
困村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因村制宜，
扶持发展以休闲农业、乡村度假、古镇村
落、特色民宿等为代表的乡村旅游新业态。

产业转型，点“绿”成“金”。全县发展4A
级以上旅游景区8个，旅游乡村35个，12566
名贫困群众通过从事旅游相关行业稳定脱
贫，“栾川印象”“岭上人家”等成为生态旅游
的“栾川样板”。去年年底，栾川县被国家生
态环境部命名为全国第二批“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乡村旅游成为栾
川乡村振兴的一把“金钥匙”。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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