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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振杰

来进博会 3天了，除了团组、住地
和本省自办活动，记者在进博会上还
多次“邂逅”河南人、河南事。

11月 7日，采访过程中路过中国
银行对接区，不成想碰到好几个老熟
人。

河南大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几
位负责人和记者熟悉，一看到记者就
嚷嚷着让写写他们。“通过中国银行的
跨境撮合平台，找到了合作伙伴，今天
来洽谈并签订合作协议。去年是中国
银行动员我们来的，今年自己来了，进
博会这平台不错，不但能网罗到好货，

还能找到国外的合作伙伴。”公司董事
长吕波告诉记者。

参加进博会，大贸不仅订到了“心
仪”的商品，还成功和巴拿马一家企业
签订合作协议，大贸从对方进口当地
食品和调料，巴方也大批量采购大贸
的大蒜等农产品。

“像大贸这样的公司，全省来了
160多家。”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普
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王明告诉记
者，这是中行河南省分行连续两年组
织省内企业在进博会参加供需对接
会，取得了良好效果。未来 3天，省内
企业将与 5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7 家
海外客商进行“一对一”洽谈，预计将

达305场。
这里还有更熟悉的。每天经过的

停车场里，记者都能看到一排排高颜值
接驳车。不用问，宇通客车，连续两年
成为进博会这一世界舞台的亮丽风景。

记者了解到，本次进博会上，有超
过400台宇通客车直接服务进博会参
会人员出行，其中包括 106台宇通智
能网联公交、68辆上海明星公交，以
及多台宇通纯电动大巴等。

走进宇通智能网联纯电动公交
车，其内饰采用和上海建筑物同样的
亮灰色，让人一下子就能感受到这座
城市的脉搏。座椅面料、站立区拉手
上的绿色条纹，处处体现着绿色环保

的理念。车内氛围灯加上全 LED 大
灯等，不仅充满科技感和梦幻感，而且
带来更多美感和更高质感。每天傍晚
走出进博会展馆，停车场内外穿行着
的宇通智能网联纯电动公交车“自带
光环”——与城市的流光溢彩浑然一
体，俨然一道亮丽的流动风景线。

另外，估计世界各地参会的记者
到上海领取证件时，都吃了河南的烤
芙条。在记者证领取点，放着两排小
食品和饮料。无论谁在犹豫着拿什么
吃的时候，一旁的志愿者都会在一堆
小零食和饮料中给你指一下，“那个，
紫色包装那个是烤芙条，特别好吃。”
这个烤芙条，就来自河南焦作。③4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1月 6
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河
南跨境电商对接采购暨现场签约
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境内外的政府
官员、企业代表等共 400 余人参
会。对接现场共签约企业采购项
目71个。

省商务厅厅长、省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办公室主任
张延明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河南在
跨境电商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
务创新等方面的情况，对下一步
河南跨境电商的发展方向作了介
绍，并欢迎与会企业在河南进行
战略布局。

当天的签约项目包括河南保
税集团与俄罗斯七星快递有限公
司项目、河南省中大门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与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合
作园区项目、河南乌托彼雅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与意大利安提奇萨
博利公司项目、河南澳斯乐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与俄罗斯普罗德罗
基斯塔有限公司项目等。

71个签约项目涉及境外商品
采购、跨境医药采购、货运包机、动
漫制作、居家养老、物联网应用、物
流仓储、物流专线、教育培训等领
域，签约国别涉及澳大利亚、英国、
德国、法国、罗马尼亚、乌克兰、日
本、加拿大、新西兰等 26个国家和
地区。③6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1 月 6日，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中国雀
羽金绣技艺传承品牌洛阳“雀金绣”牵
手英国高级珠宝定制品牌“ 纪娜梵
GÈNAVAN”，联合建立文化创新研究
中心项目签约。

纪娜梵的展台里，一双双精美的鞋
子在玻璃罩后引人注目，这是“雀金绣”
与纪娜梵合作的成果。在洛阳“雀金绣”
织绣技艺传承人王丽敏指引下，记者凑
近观看，只见鞋面是点缀恰好的“泼墨”，
迎着光，几片“孔雀翎毛”色彩斑斓。“我
们用的是墨刻技法，采用13种墨色丝线
织出了鞋面，又将金缕线搓捻成线，钉成
了后面的楼阁。”王丽敏说。

洛阳“雀金绣”织造技艺源于战国，
因其以孔雀羽翎和黄金制线、以缂丝工
艺织就而得名。虽然历史悠久、文化内
蕴深厚，却长期以来“藏在深闺人未识”。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打
造“ 中国千年雀金绣与英国纪娜梵
GÈNAVAN联合文化创新研究中心”。
未来，双方将互派文化艺术品专家，融合
创新研发高端雀金绣珠宝系列及衍生商
品，并进行国际化的推广和销售。

“可以说，中国非遗制品也都是奢

侈品，传统非遗和现代奢品的结合点非
常多。”王丽敏说，能有这次合作，与她
对“雀金绣”的长期钻研、创新有关。

为了传承“雀金绣”技艺，王丽敏组
建的洛阳雀金绣文化创意研究院，对濒
临失传的技艺进行研究、挖掘和记录，并
对材料、技法进行创新，开展跨国界、跨
领域的国际研究合作，填补了高端刺绣
研究领域和相关文化产业领域的空白，
推动传统艺术不断传承和创新。截至
2018年，其公司已申请专利20个，其中
发明专利6个、实用新型专利14个。③9

进博会上的河南故事

河南跨境电商
现场签约项目71个

洛阳非遗“雀金绣”牵手国际品牌

上图“深海勇士”号潜水器里可
以体验 VR潜水，感受数千米深的海
底世界。

中图 中国高铁成就展示

下图 国外嘉宾在中国馆里体验
VR飞行。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影报道

11月 7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
第三天，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各大展区迎来观展
高峰。蓝白色调的中国馆堪称最吸睛的展区，人
气爆棚。约1500平方米的中国馆以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为主题，呈现 7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新时代新机遇。⑨3

海陆空海陆空 □本报记者 赵振杰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组委
会印发的观展指南显示，共有 171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老字号亮相进博
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采。

“雀金绣”牵手“纪娜梵 GÈNA-
VAN”，是典型的国际奢品与中国非遗
和传统文化元素进行的跨界合作，在业
内引起一片叫好之声。

浙江非遗展区的万事利丝绸文化股
份公司营销中心资深顾问叶茂挺介绍，
这一现象缘于消费升级后，中国中高端
消费市场不断增长，作为国际化品牌，需
要加持本土化元素，借势打开市场。

此外，故宫文创IP大火之后，不少行
业一下子“醒过神来”，看到了现代产品与
传统文化结合的可能性，非遗和老字号品
牌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商家的重视。

虽然有非遗传承人，但“老手艺”的
失传仍是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国家非遗项目洛阳“雀金绣”传承人
王丽敏从5岁开始学习“雀金绣”，至今已
有30余年。因为技法复杂，她打算拆解
开进行传承。在她看来，整项进行传承，
时间周期太长，有时候一件作品需要几
年，甚至五六个人做四五年才能完成，传

承人在快节奏的时代不可能沉得下心。
在河南非遗展区，陕州剪纸代表性

传承人黄亮娥对传承问题更为担心。
“传统手工剪纸濒临失传，想找到一个
关门弟子很难。没有 20年的剪龄，剪
不出好作品，没有 30年剪不出精品。”
手指关节处布满老茧的黄亮娥说。

非遗传承需要工夫，而且在与市场
无法接轨的情况下，传承难度无疑更大。

兰州的雕刻葫芦第三代传承人阮
琳说，他们要做的，就是“让技艺不只是
记忆”，一定要把它传下去。

叶茂挺所在的万事利公司与非遗大
师的合作，类似于小罐茶的商业模式。
大师的作品由公司来做宣传、推广、销售。
在他看来，非遗传承人在商业模式、市场化
运作能力上普遍欠缺，借助大公司成熟的
销售渠道和平台，才能实现双赢。

黄亮娥和阮琳也认为，无法大批量
生产，是目前多数非遗产品的症结，与
高端品牌合作，确实为非遗提供了一个
新的路径——既保障了其稀有性，也可
产生较高的市场效益。

所幸的是，从 171 项非遗、老字号
亮相进博会来看，政府正在利用其“有
形的手”，让非遗活起来、传播开来、流
行起来。③6

老手艺演绎新时尚

安阳工学院突出主线、紧扣实际，推动主题教育往实里走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杨涌滨 李德平 汪文娇

安阳工学院开展主题教育以来，
聚焦主题，突出主线，紧扣学校发展实
际，着力在“稳、快、准、实”上下功夫，
打好组合拳，推动主题教育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

稳舵定向，发挥三个“主体作用”，
政治引领筑根基。学校党委班子发挥

“头雁”作用。党委班子切实扛起主体责
任，准确把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目标任
务、方法步骤，深刻领会党中央精神，把
牢政治方向，同时担负起领导指导责任，
确保分管部门的主题教育开展严肃认
真、不变样不走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工
作，目前，校党委中心组进行集中学习研
讨5天，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19篇，学习党规党章，观看主题
教育纪录片2部。通过读出来、写出来、
讲出来的方式确保学习研讨入脑入心，
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校党委书记任中
普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主持召开主题教
育动员会和主题教育推进会，及时贯彻
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保证学校主
题教育的开展在政治上、思想上、部署上
与中央和省委保持一致。此外，任中普
带头走进思政课课堂，为2019级600余
名新生上6个课时思政课，再次掀起学
校领导班子成员讲思政课的热潮。各
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各基层党组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通
过“三会一课”制度，利用开办读书班、调
研座谈、主题演讲、支部书记述职等多种
形式，认真落实“四个注重”重要要求，把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四项重点措施贯通起来，推动主题教
育高标准高质量开展。

快速启动，抓住三个“第一时间”，
不等不靠先作为。第一时间作出反
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全党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后，
2018年 5月，学校组织各基层党组织
书记到嘉兴南湖和上海一大会址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培训，从“红
船精神”中汲取力量。第一时间开始行
动。今年 6月 21日，校党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开展主题教育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7月，组织中层
领导干部在南开大学进行培训，到淮海
战役纪念馆参观，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培训期间学习传达了《中共河南省委高
校工委关于全省高校“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预学习的通知》，要求领

导干部把主题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来抓，紧密结合实际，加强统筹部署。9
月 23日，任中普在党办宣传党支部会
上传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
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认真学习“四
个注重”。第一时间安排部署。第二批
主题教育一启动，校党委及时召开党委
会研究部署主题教育工作，成立领导小
组，制订《主题教育实施方案》，召开了
全校动员大会，进一步强调把学习教育
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抓实抓好。成
立督导组，制订实施了《主题教育督导
工作实施方案》和《督导工作实施细
则》，加强对各基层党组织主题教育开
展情况进行督导。

找准问题，聚焦三个“重要方面”，
深查细照挖根源。聚焦党章党规找差
距。校级领导班子对照党章党规，以

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
逐一对照、全面查找各种违背初心和
使命的问题，真刀真枪解决问题。聚
焦全面从严治党强责任。校党委联系
学校发生的重大事件、典型案件和信
访积案等，列出班子和个人的检视问
题清单 16条。校党委各部门也结合
本部门实际，列出了 13项立行立改清
单，并制定了整改目标、整改措施和完
成时限。聚焦群众利益解难题。校级
领导班子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主题
教育调研安排计划，拟定调研题目 17
个，深入基层联系单位以座谈会、集中
研讨、沟通交流等方式开展调查研究
20余次，收集到220余条意见和建议。

狠抓落实，坚持三个“检验标准”，
善作善成见真章。坚持用脱贫攻坚见
实效检验初心和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学校各层面先后深入对口扶贫
村、“校地帮扶”县 30余次，开展文化
扶贫、科技扶贫、物资资助等。校党委
向濮阳市濮阳县渠村乡刘闵城村捐赠
50万元扶贫资金，用于刘闵城村的民
生工程建设、发展韭菜基地、蔬菜大棚
等产业。坚持用为民服务干实事检验
初心和使命。学校离退休处把大门改
大方便离退休老同志出入，积极协调
设备处，推动离退休处职工活动中心
电梯招标。学生公寓、食堂、教学楼等
加设无障碍通道，方便残疾人士出
入。在校内餐厅东西厅外加装电梯，
解决校内餐厅就餐高峰期出入口拥挤
和就餐场所拥挤问题。与学校餐厅承
办方协商，将涨价的食品价格下调。
增加教职工福利覆盖面，把教职工福
利发放范围扩大到包括临时工在内的
全校教职工。校工会、校基建处与安
阳市有关单位协商，解决教师家属院
土地证办理、外地教师子女上学等问
题。改进工作方法。校组织部制定
《安阳工学院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使用
办法》，建立长效机制，推进干部档案
数字化建设，解决干部人事档案管理
使用不规范，制度缺失问题；结合党支
部换届工作，选优配齐支部书记，加强

“双带头人”工作，并与校团委结合建立
支部书记指导社团工作机制。校宣传
部与马克思主义学院结合开展“三进”
工程。教务处与马克思主义学院结合
开展思政工程，并结合原有工作在本科
教学大讨论的基础上，开展立德树人大
研讨活动等。

主题教育动员大会

任中普上思政课

捐赠仪式

马克思主义学院读书班

展示中的“纪娜梵”高跟鞋⑨3 本报
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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