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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近日，57组新式公交候车亭亮相安阳市新安路、文
峰大道西段等路段，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目前，全市智
能公交候车亭达到267组，实现了主城区主干道主要公
交站点全覆盖。6 侯典鑫 摄

黄德宽受聘担任
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6月 6日，河南省人
民政府颁发中国文字博物馆第三任馆长聘书仪式在安阳
举行。受省政府委托，安阳市人民政府市长靳磊向新任
馆长黄德宽(图右)颁发了聘书。

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
馆，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于一体。由于
其文化价值的特殊性，馆长一职都由省政府聘用，挑选国
内在历史学、文字学方面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担
任。其首任馆长和第二任馆长，分别为我国历史学家冯
其庸和古文字学家李学勤。

黄德宽现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
副主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语言
文字学学部委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字学、古文字学教学和
研究工作，在古文字理论与汉字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越。

“汉字在中华历史文明的传承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中国文字博物馆是我国典型的一个具有文化象征意
义的品牌。”黄德宽接受聘书后表示，将全力以赴做好中
国文字博物馆馆长的工作，为中国文字、文化、文明的传
承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6

眼下，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已经成为
安阳走出河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靓
丽名片。

此次节庆推出的国际通用航空装备
博览会，以军民融合为主题，强调互动体
验，让市民走近航空、了解航空、体验航
空，成为市民的“航空嘉年华”。

安阳文化旅游产业精品展也在今年
首次走进古老的仓巷街，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和传统手工艺完美融合，搭配相得益
彰。来自山东的游客张志光说：“多年前，
我曾来过安阳。可这次再来，令我叹为观
止。没想到这里是一座‘会飞的城市’，没
想到你们把航空与地方民俗文化嫁接到
一起，真有看头。”

借助新媒体扩大影响力。“古都安阳飞
常美”抖音挑战赛也在节庆上拉开序幕，来
自全国各地的抖音达人走进安阳，讲述山水
故事，寻找城市记忆，让古都成了“网红”。

连续11年举办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让安阳市演绎出了不一样的精彩。通过这
一平台，引来比亚迪、陕汽、哈工大机器人、

美国航空运动协会、盘锦中澳等知名企业
和组织，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通用航空产
业等众多大项目、好项目相继落地。

如今，在安阳市城区东部，一个集飞
机生产制造、研发展示于一体的通航产业
园正在崛起。飞天大数据中心、美国美亚
飞行、北京嵩阳正源科技、贯辰军融等一
批通航新锐已入驻。河南美鹰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的轻型运动飞机已投产，即将进
行试飞，全部达产后，每年可生产 PA-6、
Allegro等各类飞机150架。

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说：“安阳航空
运动文化旅游节已经形成独特鲜明的品
牌，成为世人了解安阳、认识安阳、牵手安
阳的重要窗口。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
下，经过多年探索，我市成功走出了一条
系统多元发展、城市规模提升、产业带动
增强、综合效益明显的品牌打造之路，为
我市调整产业结构，激发创新优势，增加
民生福祉、提升城市魅力作出了积极贡
献。”6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记者史长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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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 通讯员 曲婷）日前，
安阳市辣椒育种院士工作站正式挂牌。“工作站主要开展
辣椒种植技术攻关,研发新品种,培养创新型人才, 推动
产学研的有机结合，提升辣椒市场竞争力,让人们吃上可
口的辣椒。”安阳市农科院院长陈传奎说。

目前，我省辣椒种植面积近 400万亩，年销量 40万
吨，种植面积和销量均居全国首位。

近年来，我省在辣椒品种更新、新技术应用及储藏加
工等方面推出了大量重要举措，并给予了充分的政策支
持。目前，安阳市已成为国内知名小辣椒生产基地，常年
种植面积50余万亩，其最具代表性的“内黄新一代”朝天
椒颇受市场欢迎。

现任湖南农业大学校长、国家特色蔬菜产业体系首
席科学家的邹学校院士，在培育出“湘研”和“兴蔬”系列
50多个辣椒品种后，一举确立了其创新团队在全国辣椒
育种领域的领先地位。

近年，安阳市农科院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
家和省市级科研项目60余项，先后选育出通过国家和省
级审定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80余个，并积极开展
辣椒育种及栽培技术研究，具有很强的研究优势和发展
后劲。基于此，安阳市农科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学校
及其团队合作建立了安阳辣椒育种院士工作站。

“安阳辣椒育种院士工作站将最大化发挥平台作
用，围绕辣椒品种选育、技术研究，加强种质资源创新，
注重科技人才培养，在辣椒产业化发展、深化产学研合
作、促进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陈
传奎说。6

辣椒育种院士工作站挂牌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近日，记者从安阳市
文明办获悉，安阳市推荐的小学教师靳利勇荣登2019年
5月“中国好人榜”榜单，被评为“见义勇为好人”，他也成
为安阳市第五十二位“中国好人”。

38岁的靳利勇是龙安区马投涧镇中心小学的一名
教师。2018年 8月 21日上午，因为正在坐月子的妻子身
体不适，他前往安阳市中医院给妻子购药调理。当天10
时许，他买完药在医院附近的一家羊肉汤馆吃饭时，后厨
突然闪起火光，随之传来了老板娘惊慌失措的呼救声。
危险时刻，靳利勇挺身而出，在灭火无效的情况下徒手将
起火的油锅端到店外，避免了火灾的发生，但自己却被起
火的热油烫伤。靳利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见义勇
为的深刻含义。2018年 8月 24日上午，羊肉汤馆的老板
专程到他们学校赠送了锦旗和感谢信，表达了感激之
情。靳利勇的事迹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他被大家亲
切地称为“端锅哥”“接锅侠”。6

“接锅侠”靳利勇
荣登“中国好人榜”

□本报通讯员 尚明达

“以前办个证要来回跑多次，手续也很
繁琐。这次来办驾驶证，一会儿就办好了，
现在的办事效率确实高！”6月 17日，在滑县
政务服务大厅，前来办理道路货运运输驾驶
员证的吕国常感慨地对记者说。

刚刚为吕国常办理完证件的王智，今年
46岁，是县交通局窗口年龄最大的工作人
员。他急群众所急，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来
到工作窗口，为群众办理各项业务做好准备。

“交通业务共设有 6个窗口，我们每周
都会组织 6位同志进行一次业务学习和服

务培训，为了不让群众多跑腿，我们将学员
的准考证提前带到考点，直接发放给学员。”
县交通局审管科科长冯靖说，交通运输系统
39个服务事项实行网上在线办理，实现“平
台之外无审批”。今年 1-5月，共办理货物
运输资格证251件，配发营运车辆道路运输
证 375 件，共完成证件年度诚信考核审验
2446件。

“放管服”改革实施以来，滑县成立政务
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创新服务方式，提升
办事效率，倾力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在各
窗口开展“岗位建功、党员先行”活动，定期
推出“为民服务我担当、争做出彩滑州人”。

在“一网通办”方面，该县投资 1000余
万元建设了政务服务网络及平台，实现了县
乡、县直部门、政务服务大厅的网络全覆盖，
配置智能设备，实现智能化网上审批。县政
务服务平台打破信息孤岛、数据壁垒瓶颈，
实现信息资源互联互通，网上可办、一网通
办实现率均达99%以上。

在“只进一扇门”方面，对政务服务大厅
进驻事项进行调整，截至目前，进驻单位和企
业达到42个，进驻事项 844项。推行“无差
别全科受理”模式，打破部门壁垒，将收件环
节从整个办理流程中分离出来，初步实现了
企业和群众从“找部门”向“找政府”的转变。

在“最多跑一次”方面，共取消各类证明
283项，保留的 4项证明也由干部代跑的方
式实现。持续深化制度改革，由原来的专人
受理、专人审核，简化为现在的一审一核，一
名工作人员受理审查、审核把关、直接签发，
大大压缩了办理时间。截至目前，群众办事
提供的材料已经减少 30%以上。“最多跑一
次”跑出了利企便民“新速度”。

滑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局长孔
聪利说：“‘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是深化

‘放管服’的重要抓手，我们将逐步集合更多
部门APP应用，最终实现老百姓不出门，在
手机上把事情就办妥了。”6

滑县：“最多跑一次”跑出便民“新速度”
图片新闻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通讯员 何志文）6月4日，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授牌仪式
在安阳市两馆二楼报告厅举行，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国家体育产业
示范项目”荣誉称号，标志着该基地正式成为体育产业“国家队”成员。6

安阳航空旅游和文化资源多如繁星，
熠熠闪光——

安阳航空运动学校，有着中国航空体
育“黄埔军校”之美名。其隶属国家体育
总局，于1955年成立。它承担着跳伞、直
升机、动力伞等项目的训练比赛任务，为
中国航空体育培养了近万人。

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西依巍峨险峻
的太行山，东连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
山巅垂直高度 800米，形如刀削，山顶斜
面，是天然的山坡滑翔场，也是亚洲第一、
世界领先的国际滑翔基地。

安阳还拥有 4420 平方公里的 3000
米以下低空开放空域，可以常年飞行，这
在全国并不多见。优越的地理条件为安
阳航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支持。

而安阳的旅游文化资源更是丰富多
彩：拥有殷墟博物苑、岳飞庙、天宁寺塔、
修定寺塔、明福寺塔、小南海石窟、羑里城
和灵泉寺石窟共 8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更有被国际友人誉为“世界第八大奇

迹”、举世闻名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安阳有这么多得天独厚的“宝藏”，很

多年来这些优质资源，却并没有得到充分
释放。

2009 年 5月 28日，安阳开始打开自
己的“宝库”——举办中国安阳2009年滑
翔伞世界杯热身赛暨全国滑翔伞优秀选
手赛，这一届和第二年的节庆都是以滑翔
赛事为主。

2011 年开始，安阳将旅游文化融入
了这一节庆，使其成为集航空、体育、文
化、旅游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活动。

2013年，安阳市将原有的中国·安阳殷
商文化旅游节与中国（安阳）国际航空运动
旅游节合并为一个更加成熟的品牌——第
五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成为通用航
空展示，航空运动发展，殷商文化交流，旅游
资源推介，招商引资的综合性平台。

在摸索中前进，在探索中成长。这一
年，安阳市响亮地喊出了至今人们耳熟能
详的最强音：“安阳——一座会飞的城市”。

把时间拨回 11年前，安阳的航空产
业几乎为零。而如今，安阳已形成了航空
运动、生产制造、人才培训等产业链条，成
为我省低空经济发展的典范。

搭建大平台，安阳布局通航产业“一
区三园”，即安阳通航产业示范区、安阳航
空产业园、林州航空运动与旅游产业园、
安阳航空教育与科技研发园。“三园”根据
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差异化发展。

走进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航空
产业平地而起，航空运动大厦、通航产业
研发孵化中心、会展中心、航空运动大世
界、航空运动之都博物馆、航空运动主题
公园、飞行营地、安东（贯辰）通航小镇、通
航制造中心等项目，有的已建成，有的正
在紧锣密鼓施工。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涉
航企业 30余家，全产业链一站式基地雏
形日渐显现。

今年4月 18日，在安阳的安东通航机
场起降跑道上，由河南美鹰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制造的Allegro轻型运动飞机，雅称

“安阳一号”成功试飞，实现安阳飞机整机
制造生产的历史性突破。

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原是一家农药销售企业。从“卖农药”
到制造无人机，现年产能力超过8000架，
成为以无人机研发生产、专用药剂、飞防
服务等为主的农业集成服务商。在这家
企业所在地的北关区，眼下已形成了完整
的无人机产业集群，现入驻企业已达 18
家。

滑翔也是安阳独特的优势。2010年
滑翔伞世界杯赛暨第一届中国安阳林虑
山国际滑翔伞公开赛在林州正式拉开帷
幕。如今，这里先后举办了亚洲滑翔伞比
赛、国际滑翔伞比赛、世界杯滑翔伞热身
赛等国际性赛事和多次全国性滑翔伞比
赛。今年，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又被国家
体育总局命名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

人才是发展之基，因此，安阳特别注
重强化青少年航空人才培养。安阳市实
验中学组建了“天鹰”航模队，安阳市八中
广泛开展以航模为特色的学生科技活动，
安阳工学院采用订单式培养飞行学员，安
阳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航空学院……让
孩子们从小接触航空知识，关心热爱航空
技术，为国家的航空事业培育了优秀的后
备力量。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安阳举办航空运动文化
旅游节，靠的是发掘自身的优势和资源

打好这张特色牌,安阳连续举办航空运动文化
旅游节，吸引巨大人流量，相互融合，激活了安阳城
市发展的新动能

相关链接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6月 3日，2019第四届“全丰杯”全国无人机应用大
赛在安阳航空运动学校举行。

本次大赛有22支代表队参赛，近50名选手，分别来自北京、湖南、河北、山东、山西、广东
及我省。经过激烈角逐，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农业大学祥云农翼、安阳
职业技术学院分获前3名。6

第四届全国无人机应用大赛精彩纷呈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40多年前发行的《红旗渠》邮票与 21世纪发行的
《古代名将——岳飞》《殷墟》邮票，扎堆走进了《安阳》邮票珍藏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邮政先后发行过3套安阳题材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6月 3日，《安阳》邮票珍藏册在
第十一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一亮相，备受游客喜爱。6

《安阳》邮票珍藏册备受游客喜爱

林虑山滑翔基地入选“国家队”

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和旅游产业基础，安阳构筑
了以航空和文化旅游结合发展大格局，为经济增长
提供了强劲动力

□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

6月的安阳，繁花似锦，生机盎然。

第十一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也于本

月上旬落下了帷幕。在这次盛大的节日期间，安

阳硕果累累：签约了 21个大项目，投资总额高达

262.1亿元。其中，通用航空类项目 4个，投资额

达33.6亿元。

成千上万的观众，见证了安阳这座“会飞的城市”

翱翔于天际之中，更见证了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的

强势发展。

“ ”出精彩古都安阳

一场由滑翔赛延伸到航空运动文化
旅游全方位发展的节日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