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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

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保护好、传承

好、弘扬好黄河文化，是时代赋予

我们的历史责任。

天下太极出河洛。作为贯彻

总书记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10

月8日，黄河文明与太极文化研讨

会暨《世界太极拳蓝皮书》首发式

在焦作举行。

当日，省内外 200余名专家

学者、太极大师齐聚怀川，围绕着

太极拳的传承与发展、科学与健

康、太极文化产业发展等内容，碰

撞思想，为黄河文明与太极文化发

展引入新的思路，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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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通讯员 王向阳）
“今年以来，公司减少高低压客户接电成本 418万元，减免
全县非高耗能工商业用户电费金额1653.42万元。两项政
策红利，为客户节约成本 2071.42万元。”10月 13日，武陟
县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贾建民介绍说。

武陟县供电公司全面落实各项降本措施和电价优惠政策，
在降低客户接电成本方面，全面实施“零服务费”、“就近接入”等
7项降本措施，将一般工商业客户低压接入容量标准由100千
瓦提高至160千瓦，实现低压用电客户零成本接入，今年以来
累计减少高压客户接电成本380万元、低压客户接电成本38万
元；在服务复工复产和落实降价方面，全面落实国家降低工商
业电价优惠政策，累计减免全县非高耗能工商业用户金额
1653.42万元，让2.9万客户享受到了降阶政策红利。

按照办电与办企“同步走”要求，该公司主动与政府招
商引资部门进行对接，安排客户经理“一对一”服务重点项
目业扩报装，今年以来累计新增业扩报装 93户，新增容量
5.4万千伏安。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海燕）近日，沁阳市
常平乡与河南喜稻农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山货产品加工
协议，将山路平村闲置多年、占地 10余亩、厂房面积 1000
平方米的原木浆厂改造成了山货产品加工基地。

河南喜稻农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山货特产种植、科
研、加工、贸易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公司以常平乡98
平方公里的山村为发展基地，着力挖掘、开发、研制山货、山
珍产品，打造“高山”绿色生态品牌。该公司制定了“种植基
地+观光农业+农产品深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规划，计
划建立“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地+农户”的合作共赢模
式，从而辐射带动全乡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山货产品可持
续开发利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研制。目前，该公司正在进
行车间改造，规划实施了山路平村田园综合体项目，5座暖
棚和 5座冷棚已动工建设，明年正式投运后，将招录 20名
贫困户务工，多渠道带动贫困农民增收。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为进一步展示
焦作对外开放合作的态度和诚意，积极承接珠三角及粤港
澳大湾区产业转移，10月 11日和 12日，焦作在深圳分别举
行 2020年焦作（深圳）招商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和对接粤
港澳大湾区教育装备产业专题招商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
据悉，本次深圳招商引资推介会中，焦作共签约47个项目，
投资总额达664.8亿元。

在焦作（深圳）招商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上，广东棕榈
生态城镇科技有限公司投资40亿元的陈家沟太极小镇、福
州市长乐区吉利投资有限公司投资38.4亿元的汽车绿色循
环利用产业园、珠海亚马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35亿元
的智能清洁能源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 33个项目集中
签约，总投资达522.8亿元。

“所有签约项目中，有高成长服务业项目5个、先进制造
业项目20个、基础设施项目5个、现代农业项目3个，其中7个
项目投资在30亿元以上。”焦作市商务局局长李坤承介绍，值
得一提的是，战略新兴产业项目达15个，占签约项目总数近
一半，总投资307.6亿元，占签约项目总投资额的58.8%。

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装备产业专题招商推介暨项
目签约仪式上，深圳教育信息化产业促进会投资的教育装
备产业集群、恒大集团投资的焦作恒大文旅城、广州云蝶科
技有限公司投资的云蝶科技智慧教育产业基地等14个、总
投资142亿元的项目集中签约。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2020中国城
市品牌形象百优县市”榜单近日发布，焦作市解放区、平顶
山市鲁山县荣登榜单。

在城市化极速发展的今天，城市品牌形象能充分展示
一个城市经济实力、文明程度、社会风气和市民素质等。
良好的品牌形象能充分吸引游客、投资者，从而增加城市
的竞争力，促进政府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职能管
理效率，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

2019年以来，解放区委、区政府围绕“生产性服务业抓
突破，生活性服务业抓转型提升”的发展战略，以“解放速
度”迅速谋划和建设了焦作地理信息产业园、焦作人力资
源产业园、焦作市融媒体文化科技产业园、焦作市5G产业
园和焦作市建筑科技产业园五大园区。

目前，中纬测绘、盛世光明等169家企业入驻焦作地理
信息产业园，成为全国地理信息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园和河
南省首家省级地理信息示范产业园；焦作市融媒体文化科
技产业园创造了“百日成园”的“解放速度”，被主流媒体称
为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解放范本”；焦作人力资源双
创园成为“互联网+人力资源”的产业高地，让解放区又多
了一张新的产业名片。8

□本报记者 马愿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温县陈家沟太极小镇项目、生物医药
产业园项目、中草药种植基地及深加工项
目……10 月 11 日，2020 年焦作（深圳）招
商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深圳举行，一个
个康养产业项目成功签约，将为焦作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焦作北依太行山，南邻黄河，优越的区
域位置赋予它秀美奇绝的山水环境、底蕴
深厚的养生文化，发展康养产业优势得天
独厚。“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后，焦作紧
紧围绕“世界太极城·中原养生地”的定位，
全力抓好“康养+”产业融合发展，充分挖掘
整合康养资源，打造中原经济区文化康养
业引领基地。

资源整合 构建康养产业体系

“这里不仅景色令人流连忘返，清新的
空气也让人心旷神怡，还有很多特色民宿，
太适合休养了。”国庆假期，来自天津的李
先生对云台山点赞不止。

焦作有钟灵毓秀的云台山、幽谷深峡
的青天河、雄浑险峻的神农山，具有丰富的
旅游资源。其中云台山所处的修武县被称
为“长寿之乡”，云台山森林覆盖率高，坐拥

“天然氧吧”，还是我国药材的重要产区，是
一处养眼、养心、养身的绝佳养生地。

为做好“康养+旅游”这篇文章，焦作充
分发挥山水资源优势，引导旅游景区、北山
沿线、黄河滩区及健康产业园区积极承接
健康养老项目，打造焦作南太行健康养老
产业带。

2019年，恒大健康集团在云台山打造
恒大养生谷，整合世界前沿养老养生、医疗
保险等资源，打造规模档次超前的养生养
老胜地，开启全方位全龄化养生养老健康
新生活。

为进一步推动“康养+旅游”的融合发
展，9月 23日召开的焦作市文化旅游大会
强调，下一步要强力推进恒大文旅城、黄河
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开发、百年电厂文化旅
游园区等重点项目建设，开发推出更多更
优质的养生、养老、休闲、度假相结合的文
化旅游康养产品。

文化引领 打造中医药康养胜地

9 月 28日，焦作怀山堂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迎来了一批特殊客人，他们专门
从上海、江苏来到焦作赴一场养生文化之
旅。

“这几天我们不仅领略到了焦作如画
的美景，还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尤其是四
大怀药，药材道地，怀药文化氛围也浓厚，
让我受益匪浅，这里真是块儿养生宝地
啊！”76岁的杨先生对焦作之行颇有感触。

焦作养生文化底蕴深厚。相传远古时
代，炎帝神农氏便在此辨五谷、尝百草、登
坛祭天，“四大怀药”怀山药、怀地黄、怀牛
膝、怀菊花更是闻名于世。

为了让中医药产业与康养产业更好融
合，焦作利用“四大怀药”原产地优势，深挖

“四大怀药”养生功效，鼓励运用现代科学
技术开展中药饮片炮制技术研究，发展壮
大“四大怀药”深加工特色产业链。怀山堂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山
堂”）就是焦作推动“康养+中医药产业”融
合的典型代表。

“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新时代，
‘四大怀药’之首的怀山药，作为典型的药
食同源物种，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怀山
堂董事长康明轩说。怀山堂在坚守古法的
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创新，不断围绕不同
人群的健康需求，研发更多的“山药+”产
品，让怀药炮制技艺这个传统中医药瑰宝，
为怀药产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造福更多
人的健康。

康明轩说，未来，怀山堂还将建设怀药
健康教育体系，尝试开发代表怀药文化及
怀药种植与炮制技艺的文创产品，规划建
设怀药博物馆和非遗技艺传习所，让中医
药产业在与康养产业融合中焕发生机。

当下，焦作正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两山两拳”等重大战略机
遇，着力打造太极拳文化康养高地、山水康
养胜地、怀药康养福地，全力构建富有焦作
特色的多业态、全方位、融合化康养产业体
系，打造千亿康养产业集群。

山 水 有 灵 聚 养 生 ，文 化 无 形 却 有
“声”。“世界太极城·中原养生地”的城市品
牌在蓬勃的发展中正越叫越响。8

焦作（深圳）招商推介结硕果

武陟县供电公司

政策红利助企业复工达产

沁阳常平乡

“结亲”龙头企业助脱贫

“2020中国城市品牌形象百优县市”发布

焦作市解放区荣登榜单

弘扬太极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
——黄河文明与太极文化研讨会综述

“焦作是太极拳发源地，太极文化是
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黄河文化
中重要的瑰宝，是黄河智慧的动态符号，
是黄河献给世界人民的美好礼物之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说。

顾秀莲强调，太极文化契合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更高层次的精神
追求，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文化贡献，
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自信自强，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增添力量。弘扬太极文
化，发展健康的、可持续的太极拳文化产
业是建设文化强国，提升中国软实力的
重要举措。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历史
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认为，河内文化是
黄河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文化，而河内
的政区自古以来集中在以焦作为中心的地
区，河内文化是焦作及其周边地方文化的
总称。“基于历史依据，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中，要充分挖
掘以河内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化资源，打
造焦作特色的黄河文化品牌。”张新斌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
部主任王巍表示，从考古角度看，黄河文
明是中华文明的根和魂。黄河文明对中
华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焦作是研究黄
河沿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太极文

化也是黄河文化的瑰宝。
“在国家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可以更加系统
地整合黄河两岸文化资源，精致打造黄
河文化地标，展示中华文明传统记忆，展
示黄河流域文化魅力。”河南理工大学副
校长张锟说。

焦作市有关负责人表示，焦作作为
太极拳的发源地，将借助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个重大国家战略机
遇和此次研讨会契机，进一步弘扬太极
文化、讲好黄河故事，进一步深挖黄河文
明与太极文化之精髓，将黄河文明与太
极文化发扬光大。8

太极拳集《易经》的阴阳学说、老庄
的道法自然、儒家的中庸之道、兵家的虚
实论、中医的经络原理、道佛儒等多元文
化之大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识，
蕴聚着东方文化的精髓。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朱天才认为，太极和太极拳是两个概
念：太极是道，拳是术，太极拳是具有阴
阳哲理、攻防技术、内外兼修的一种非常
特殊的运动方式。太极拳是通过河洛文
化、太极文化演变而来。

中国文促会非遗保护和利用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刘火财指出，太极，实天机自然
之运行，阴阳自然之开合，一丝不假强为，
强为者皆非阴阳自然之理，不得名为太
极。“明白太极思维的道理，用它来指导拳
术，才是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的太极拳；用
它来指导养生，才是专气致柔、养浩然之气
的太极养生；用它来指导文化，才是无过不
及、执两用中的太极文化。”刘火财说。

“太极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重要概
念，太极拳通过肢体语言表现阴阳平衡，
是符合大自然运转规律、符合人体生理和
心理要求的一种运动方式。”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正雷说，在中
国哲学中，阴和阳是组成宇宙的两个要
素，它们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总是保持
着一种平衡。太极拳讲究阴阳变化，每招
每式都贯穿着阳极生阴、阴极生阳、阴阳
转化的原理。

“太极拳是武术与文化结合的产物，
是文化的载体和缩影。太极拳是焦作的
名片，太极拳是哲理拳，也是文化拳，了
解研究太极文化可以更好习练太极拳。”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
有禄说。

黄河是一条自然之河，更是一条人
文之河。黄河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黄河孕育中华文
明，太极传承文化根脉。

“从历史长河中走来的太极拳，正在成
为21世纪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华优秀文
化之一。全面系统地展现太极拳及太极文
化，既是时代的呼唤，更是义不容辞的历史
担当。”《世界太极拳蓝皮书》常务副总编、
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理事长、主任
李闽榕认为，太极文化的推广普及，不仅有

利于人的身心和谐，而且有利于社会生态、
经济生态、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翔表示，
太极拳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
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本次大会发布
的《蓝皮书》，以太极拳为主体，立足中
国、瞩目全球，在向世人呈现太极拳新发
展，以及太极生命修养与人类健康新方
式新途径的同时，也向世人深刻揭示了
博大精深的太极文化，从而搭建了太极
文化走向世界的一条重要桥梁。

“要持续办好《世界太极拳蓝皮书》，
办成各路太极拳大师进行学习交流、共
同提高的平台，向业界团体传递最新信息
的平台，为政府部门提供专业咨询的平
台。”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世界太极拳蓝皮书》主编李慎明建议，要
尽快成立太极拳和太极文化研究中心，充
分发掘太极拳和太极文化这一宝贵资源，
为太极拳和太极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
大创新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展现太极拳及太极文化是时代呼唤和历史担当展现太极拳及太极文化是时代呼唤和历史担当

太极拳蕴聚着东方文化的精髓太极拳蕴聚着东方文化的精髓

推动康养+旅游、康养+中医药产业融合发展

焦作文化康养产业生机勃勃

太极拳是独具焦作特色的黄河文化品牌太极拳是独具焦作特色的黄河文化品牌

近日，焦作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第三季度集中比武，全市
11支代表队169名指战员参加比武。“焦作消防将以集中比武
为契机，深入推进全员岗位练兵工作，不断提高队伍应急救援专
业化水平。”焦作消防救援支队负责人表示。8 姬姣姣 摄

会场图片 姬姣姣 摄

修武 716 公 里长
的“四好农村路”在美学
品牌的“加持”下，成为
风景路、旅游路，带动了
沿线 34 个贫困村、16
个美丽乡村、15个党建
示范村、8个旅游景点、
8个美学经济项目、6个
产业园区和特色小镇及
云台冰菊、富硒稻米、新
庄大枣、因恋玫瑰等特
色产业的发展。8

姬姣姣 范燕彬 摄

““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成就乡村振兴新梦想成就乡村振兴新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