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 ●● ●●

只要每天用水清洗，重复使用
20天都没问题。本届冬奥会期
间，7个欧洲国家代表队使用的
50万只口罩都是我们提供的。

奋进新征程 豫见新气象豫见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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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进奋奋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2月 21日，
记者从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年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
2022 中国非遗保护年会拟于 3 月 21
日至24日在郑州举办。

据悉，2022中国非遗保护年会由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郑州市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以“打造非遗年度名片
绽放非遗绚丽色彩”为主题，包括四大
板块内容。

打造非遗集市，创新非遗展览方
式。年会展览以联合主办省河南以及
主宾省四川省、山东省的非遗项目为
主，全国其他地方非遗项目为辅，规划
设立河洛街、天府街、齐鲁街三条特色
非遗街市。

打造沉浸空间，创新非遗体验场
所。年会将设立说唱文化主题空间、
茶馆体验空间、书院体验空间三个沉
浸式体验空间，以说唱形式讲好文化
故事，以茶馆体验讲述巴蜀文化，以书

院载体呈现齐鲁文化。
打造权威发布，创新年度工作展

示。年会将设立权威发布环节，打造
我国非遗工作的年度发布厅，以更加
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示非遗工作。

打造巅峰论坛，推进非遗研究创
新。年会将以“守正创新，弘扬非遗时
代价值”为主题开设论坛，讨论非遗保
护、传承、传播的重大问题。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姜
继鼎介绍，本次年会主要突出“创新创
意”，采取市集的方式进行布展，并面向
公众开放。河南作为主办省，将在非遗
市集里布置河洛大街，重点推出陶瓷、玉
雕、汴绣“中原三宝”，太极拳、少林功夫

“功夫文化”，豫剧、豫菜、豫药、豫茶“豫
字品牌”，全面展示黄河文化。

据悉，非遗市集还将采取剧本杀
的方式展示传统的马街书会说唱文
化，营造沉浸式体验空间，使非遗更好
地融入Z时代，更好地活化传承。③6

□本报记者 师喆 李昊

一只薄薄的口罩远销海外卖出了近
20美元的高价,公司每天生产10万片仍供
不应求。这是发生在河南越布悠科技有限
公司的真实一幕。2月 21日，记者走进位
于周口市西华县的越布悠生产车间一探究
竟。

面对记者的疑惑，董事长何斌开门见
山地解释：“我们的产品集成了目前中西方
的最高技术，可多次使用，是全球唯一取得
欧盟官方授权，免检进入欧盟、转口销售全
球的口罩。”

口罩分为 4层，外两层采用了大麻纤
维功能面料，可有效杀死 99.9%的病菌；内
两层为纳米防护膜，孔径仅0.03纳米，小于
细菌尺寸，能把细菌有效拦截在外。

“只要每天用水清洗，重复使用 20天
都没问题。本届冬奥会期间，德国、奥地利
等7个欧洲国家代表队使用的50万只口罩
都是我们提供的，有 9名运动员上台领奖
时佩戴的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口罩。”何斌的
语气中难掩骄傲。

别看现在牛气十足，这款口罩刚诞生
的时候，何斌还差点被认为是骗子。

“过去，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刺绣和成
衣。疫情暴发后，由于口罩市场持续火爆，
我才决定转型生产口罩。起初，我们生产
的也是普通的一次性口罩。可是不久后我
们就发现，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一大批生产

口罩的企业。如果不研发新技术新产品，
很快就会失去市场份额。”

为了实现“弯道超车”，何斌痛下决心，
集中科研力量，研发超越当前产品的可重
复使用口罩。

不舍昼夜地持续攻关，新产品终于成
功面世。“瑞士采购方不相信我们研发的口
罩能重复使用，专门委托了国际权威检测
机构 SGS，结果比我们自测的数据还要
好。此后，我们与世界知名药械药物公司
瑞士SANKOM公司达成合作。”何斌说。

两家公司欣然组成了合资公司，生产
基地设在中国，销售渠道设在瑞士及欧盟
其他成员国，并通过转口贸易至美国及全
世界。凭借技术上的硬核实力，小小的布
艺口罩在全球舞台上闯出了名气。

“因为契合环保理念，这款口罩在国外
卖得特别好，畅销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
区。”何斌说。③9

□本报记者 冯军福

2 月 20日，记者走进民间收藏家
李茜的收藏室，宛如来到一个“虎”主
题博物馆。在这套 80多平方米的房
子里，墙上挂的，地上摆的，箱里装的，
大多是与虎有关的传统手工艺品。

“这些宝贝，都是我从全国各地淘
来的，有的是 100多年前制作的。”李
茜说，为了一双心爱的虎头鞋，她曾坐
火车辗转上千公里，寻找那些隐没乡
间的传统手工艺人。

李茜是郑州市的一名教育工作
者，也是传统女红收藏爱好者。2003
年，她跟随同事到三门峡地坑院采风，
看到一位老人做了半箱子刺绣鞋垫，
作为孙女的嫁妆。精美的图案、浓浓
的亲情让她欣喜，她当即买了 16双收
藏。

李茜的“寻宝”之旅从此开启。这
些年，从各地收罗而来的藏品越来越
多。为了让它们有个“家”，李茜专门
腾出一套房子作为收藏室。就这样，
那些透着岁月痕迹的老物件，一一

“住”了进来，这里成了她的第一个“博

物馆”，目前有藏品1万多件。
李茜的第二个“博物馆”在一所小

学。她说，民间艺术要保护、展示，更要
分享、传承。从2007年开始，她带着自
己的女红藏品先后走进了 150余所大
中小学幼儿园，伴随着她进校园的四个
大拉杆箱就像一座“流动的博物馆”。

去年，在郑州经开区外国语学校
的一次非遗讲座中，学校领导向其表
达共建文化展馆的意愿，她一口答
应。2021 年 12月 29日，非物质文化
遗产女红馆正式在该校的美育馆挂
牌，传统香包、刺绣门帘、刺绣枕头、拼
布坐垫……李茜收藏的五百余件民间
手工艺品有了第二个“家”。

除了线下展出，李茜还将传承女
红文化的工作延伸至线上。

“网络直播间就是我的第三个‘博
物馆’！”李茜说，今年是虎年，所以她把
精心挑选的虎元素藏品在直播间展示。

在李茜看来，每一件藏品背后，都
有着美好寓意。“有图必有意，有意必
吉祥。”李茜说，中国传统女红是一门
有温度的艺术，未来的日子里，她将努
力让更多人看到中国女红之美。③5

又一“国字号”盛会落户河南

中国非遗保护年会下月在郑举办

19年来收藏上万件传统手工艺品——

民间收藏家的三个“博物馆”

2月 20日，滑县道口古镇，民间艺人马电坤正在表演“吹糖人”。滑县“马氏
吹糖人”源自滑县老店镇岳村集村，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11年被列入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⑨6 王子瑞 毕兴世 摄

揭秘冬奥口罩“黑科技”

2月 21日，中原科技城郑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施工现场，主体结构建设正在有
序推进。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引江济淮工程（永城段）施工现场（2月22日摄）。⑨6 刘广 摄

□本报记者 谭勇

继 2月 9日省“五水综改”工作领
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后，2月 22日，
全省“五水综改”暨水利重点工作推进
会在濮阳市召开，间隔不足半月。

1月6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河南省“五水综改”工作方案》，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把“五水综改”列为
今年改革的重大事项。全面推进水源、
水权、水利、水工、水务改革，“五水综
改”愈来愈清晰地进入人们的视线。

改革添动力

去年汛期，我省共出现 22次较强
降水过程，黄河下游发生新中国成立以
来最严重的秋汛，郑州、新乡、鹤壁等地
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7·20’特大暴雨灾害暴露出我省
水利工程防洪能力存在的短板和弱项，
一部分干部和群众防范洪涝灾害的意
识不强。”省水利厅厅长孙运锋坦言。

就河南而言，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70%集中在汛期。“水资源禀赋先天不
足，全省人均、亩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
平均水平的1/5、1/4，‘十四五’末全省

缺水量达14.13亿立方米。”省节水办主
任吴越说，我省水资源瓶颈依然突出。

旱涝不均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水生
态环境问题。一组数据显示，全省地
下水超采面积4.4万平方公里，约占全
省总面积的 26%，现状超采量接近 20
亿立方米，形势严峻。

在广大农村，供水保障水平不高的
问题依然存在。工程标准低、水源水量
不足、季节性缺水问题时有发生，供水
保障不稳定，水费收缴率低，饮水工程
市县维修养护经费落实还不够到位。

“近年来，我省实施的水利项目
多、投资额度大，加之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单纯地寄希望于中央和省里的资
金支持，投融资机制不活、渠道不多已
经成为制约水利建设的突出瓶颈。”郑
州大学水利学院教授左其亭说，“河南
要发展，必须突破水利建设的资金瓶
颈，需要通过改革注入强劲动力。”

改革增活力

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这个推进
灾后恢复重建、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的
标志性工程在春节期间全标段持续施
工。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钱从哪里
来”？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通过省政
府授权由省水投集团承建，创新了公
益性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新模式，也是
我省“五水综改”创新投融资体制的标
志性工程。

来自数百公里外的丹江水，从范县
南水北调水厂流到范县13个乡镇（街道
办事处）的11.05万户、56万人家中。濮
阳市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丹江水全域覆盖，
城乡供水同网、同质、同管理、同服务。

不仅是濮阳市，开展“规模化、市
场化、水源地表化、城乡一体化”农村
供水“四化”探索，我省两批 50个试点
县仅去年就完成投资 90亿元，标志着
水务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

此外，水源、水权和水工改革不断
深化，去年我省开展 66条河流水量分
配和生态流量目标确定以及10条河流
控制断面生态流量调度，完成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面积 1000万亩；累计达成
水权交易意向8宗，年交易水量5.43亿
立方米；燕山水库通过水利部考核验
收，成为我省第5家国家级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一项项改革的实施落地，
为我省水利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澎湃活
力。

改革聚合力

推进“五水综改”，水源是前提，水
权是基础，水利是根本，水工是支柱，
水务是主业。

“今年，我省聚焦重点任务，力争
实现重大突破。”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刘
正才表示，水源改革通过建立规划水
资源论证制度，加快跨省辖市河流水
量分配和生态流量目标确定，在深入
落实“四水四定”上取得突破，加快推
进农业水价改革，今年完成 1500万亩
的改革任务；水权改革通过选择南阳
市作为区域试点，唐白河流域作为流
域试点，在水权交易的范围和数量上
取得新突破；水利改革再谋划实施一
批大项目，在深化水利投融资体制改
革上取得突破；水工改革组建省级水
务集团，在建强“水工”省队上取得突
破；水务改革扩大农村供水“四化”试
点范围，在做强城乡供水一体化上取
得突破。

水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问题，
“五水综改”为破解水问题提供了良
方，通过“五水综改”凝聚起强大合力，
汇聚成磅礴力量。③9

““五水综改五水综改””汇聚磅礴力量汇聚磅礴力量

□本报记者 尹江勇 赵力文

这是我省唯一一条铝合金汽车板专用
生产线，它正在全自动运行，不断“吃”进一
块块巨大的铝锭，“吐”出来的则是一卷卷
高品质铝合金板材。这是 2月 22日，记者
在位于三门峡的宝武铝业科技有限公司看
到的场景。

“我们生产的高品质铝合金板材主要
用于制作汽车车身，以及车载锂电池的外
壳和底板。”宝武铝业董事长智西巍介绍，
从汽车配件到大飞机的机身，都需要轻便
而坚硬的铝合金制品，“目前市场上的铝合
金产品供不应求，这条生产线全面投产不
到半年，已经实现了近30个产品快速投放
市场。”

这是三门峡市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的最新成果。“过去，本地企业只能生
产氧化铝、电解铝等初级产品，如今已经可
以生产铝合金板带、轮毂等精深加工产
品。”三门峡市科技局局长吴刚表示，近年
来，当地不断延伸产业链，围绕铝精深加工
做文章，通过科技创新要效益。

目前，宝武铝业不仅成功试制出4250
毫米超宽热轧板，生产的高端电池箔用坯
料也有望批量替代进口，动力电池壳材料
更获得国内锂电龙头企业的大批量订单，
同时大力发展汽车、轨道交通、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等行业使用的高端铝精深加工产
品。

这里的铝产业链条还在延伸。在三门
峡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

者看到，铝锭经过熔融铸造、机械加工、涂装，最终变为一个
个不同颜色的锃亮轮毂。厂区内，一摞摞包装好的铝合金
汽车轮毂产品装车待发。去年，该企业生产销售的 438万
只轮毂，广泛用于福特、通用、日产、东风、吉利等品牌。

铝合金轮毂畅销的秘诀，是近年来该企业持续推进的
全体系技术微创新：铸造方式从低压提升为旋压，铸造工艺
从风冷提升为水冷，让轮毂变得更薄更致密，既轻量又结
实；通过对铝合金材质成分调整、铸旋工艺研究、热处理工
艺改进、水抛药剂调试等一系列技术攻关，实现产品性能持
续提升。

近三年来，戴卡轮毂共完成 25项技术改造项目、56项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自主研发150余款产品，让技术升级贯
穿了整个生产环节。轮毂产品也从乘用车扩展到轻卡、冷
链车辆、环保清洁车辆、大型重载车辆等。

从生产一块铝锭，发展到生产铝合金板带，再升级为生
产轮毂及更多铝合金复杂构件，三门峡铝加工产业的奇迹
之旅中，科技含量一点点提高，产业链一环环延长，附加值
一步步提升。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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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

本报讯（记者 陈辉）2月 22日，记
者从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了
解到，今年我省将围绕加快建设先进
制造业强省“总目标”，以“万人助万
企”活动为“总抓手”，力争全年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以上，工业投资
增长10%以上。

今年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工作将以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突出抓好九
个方面的重点任务。针对工业投资下
行压力，组织实施提振工业经济运行
专项行动、全力夺取开门红，纵深推进

“万人助万企”、加快推进“八个深化”，
实施制造业投资万亿提升工程、扩大
工业有效投资。

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提质发展、新
兴产业重点培育、未来产业谋篇布局
专项行动，依托前沿技术、跨界创新高
位嫁接装备、汽车、食品、现代轻纺、钢
铁等传统产业，提高新型化率。推动
新兴产业规模化倍增，培育类脑智能、
未来网络、生命健康等产业，打造未来

产业先导区。
加快数字化转型，建强数字基础设

施，做强数字核心产业，深化数字融合
应用，打造数字生态体系。计划新建
5G基站 4万个、智能车间和工厂 150
个，选树智能制造标杆企业10家，构建
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体系，打造一批

“5G+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
创新是发展的起点，今年工信系统

将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加快培育技术创
新企业，加快关键技术攻坚，加快新产
品推广应用。遴选筹建第二批省级产
业研究院，支持1至 2家省级创新中心
争创国家或省部共建创新中心，年底规
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达50%以上。

建设现代化河南，离不开强大的
市场主体。今年我省将进一步加强头
雁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新培育创
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省级“专精特
新”企业10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100 家，确保新增小升规
2500 家，新培训青年企业家 1000 人
次以上。③9

实施制造业投资万亿提升工程

今年力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7%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