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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克在

郑州会见了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骏达实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郭修圃先生和香港汇

丰控股集团总经理梁高美懿女士一行%

郭修圃一行是来参加我省举办的

&戊子年轩辕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并

就香港汇丰银行在郑州市设立分行一事

同我省有关部门进行洽谈和实地考察%

李克首先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

李克说# 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

解#双方的合作在互信友好的基础上已

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我们非常高兴地

看到香港汇丰银行即将在郑州设立分

行#对此河南省政府$郑州市政府将给

予大力支持#为汇丰银行在河南的发展

提供良好环境%李克说#每年的四$五月

份是河南最美好的季节#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中国国

内旅游交易会等活动将相继在河南举

办#希望郭修圃先生一行工作之余在河

南多走走多看看#以更多更全面地了解

河南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郭修圃感谢李克的会见%他说#第一

次来到河南# 这里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

象# 相信汇丰银行河南分行在河南省政

府$ 郑州市政府的支持下会实现与河南

省经济社会的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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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会见香港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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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至
"

日#余秋雨$于丹$迟福

林$罗琨$王立群等众多专家学者齐聚黄

帝故里#在中国(新郑!第二届"黄帝文化

国际论坛上#纵论&炎黄文化与当代中国

人'#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省政协主席王全书#省委常委$郑州

市委书记王文超#特邀嘉宾中央国家机关

工委原常务副书记刘正威$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文彬等出席论坛开

幕式%

王文超在致辞时简要介绍了郑州灿

烂的历史文化% 他说#古代郑州长期是中

华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是华夏文明

的核心和源头%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主体文化#同文同源#同祖同

脉#血脉相连#这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割

不断的亲情%王文超表示#希望知名专家$

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深入讨论和交

流#共同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作出贡献%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上# 著名文化学

者$作家余秋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教授于丹#先秦历史学家$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古代文明研

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罗琨#中国!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著名学

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清华大

学教授许文胜# 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古

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王立群等依次登上

讲坛#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侧面探

讨黄帝文化对海内外中国人的深远影响

和弘扬黄帝文化的现实意义#以增强中华

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共建中华民族精神

家园% 每次演讲结束后#嘉宾们还和与会

专家$学者及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的

大学生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本次国际论坛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郑州市人

民政府主办#新郑市人民政府承办%

央视主持人马东主持了本次国际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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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于丹黄帝故里纵论炎黄文化
中国(新郑第二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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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戊子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书画展隆重开幕#开

幕式在郑州弘润华夏大酒店美术馆举行%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名誉会长$ 全国政协书画室主任张思

卿#省政协主席$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王全书#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省

长孔玉芳#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怀廉#

省政协副主席$戊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组委会执行主任王训智#十届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王明义等出席开幕式%

孔玉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讲话#向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展

览圆满成功% 她说#河南是中华民族的主

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然

山川壮丽秀美#为中原书画家的成长提供

了人文和自然的肥沃土壤% 中原大地#大

师巨匠群星灿烂#翰墨丹青辉映古今% 在

戊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隆重举行之际#

举办这次书画展#旨在通过我省书画家的

精品力作# 多角度反映炎黄子孙同祖同

宗$同根同源的浓浓亲情#同时也向世人

展示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古朴厚重

的文化底蕴和又好又快发展的喜人前景%

孔玉芳说# 书画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希望

全省书画艺术家$广大文艺工作者#按照中

央领导要求#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

握时代脉搏#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

针#开拓创新#为繁荣发展我省文艺事业#提

升河南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作出新贡献%

本次书画展由戊子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组委会主办#省文联承办#是拜祖大

典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书法家

协会主席张海先生专程从北京送来作品#

参加展览的书画家们创作了一大批精美

作品% 组委会经过认真评选#共选出
&'(

幅书画作品参展% 这些作品主题鲜明$形

式多样#丹青寄情$翰墨留韵#表达了真实

感情#反映了时代精神#集中展示了我省

书画家的最新成就和基本风貌%

展览将持续至
!

月
#

日%

!"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书画展开幕
张思卿王全书孔玉芳刘怀廉等出席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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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

午#省政协主席王全书在郑州索菲特国

际饭店会见了参加戊子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的澳门代表团$中国文化经济发

展协会代表团$澳大利亚河南联谊会负

责人$海外部分宗亲总会代表团及华商

会负责人等海内外嘉宾% 省委常委$省

委统战部部长刘怀廉会见时在座%

王全书首先对各位嘉宾前来参加

戊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表示欢迎#并

向客人简要介绍了河南省情% 他说#近

年来#河南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全省经济总量连

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五位#不但是全国第

一人口大省$第一农业大省$第一粮食

生产大省$ 第一农副产品深加工大省$

第一劳动力输出大省#也是全国重要的

经济大省$ 新兴工业大省和文化大省%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七大精神和省八次党代会精神#努力

实现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跨越$由

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

王全书指出#河南是中华民族的重

要发祥地# 轩辕黄帝在河南新郑出生$

创业$ 建都# 缔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

明% 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就是要缅怀

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功德# 传承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重铸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王

全书希望参加拜祖大典的海内外嘉宾能

在河南多走走多看看# 充分感受中原大

地厚重的历史文化$ 秀美的山川景色和

生机勃勃的发展现实% 热诚欢迎大家到

河南寻根问祖$旅游观光$投资兴业%

参加会见的海内外嘉宾对王全书

的会见表示感谢% 他们表示#中华文明

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与炎黄文化一脉

相承密不可分% 拜祖大典一系列活动

的举办# 为海内外华人华侨及热爱中

华文化的海内外人士提供了与炎黄文

化近距离接触的好机会% 大家要更加

积极地宣传$推介中原文化#进一步加

强与河南的交流与合作%

!#

王全书会见参加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部分海内外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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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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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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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七届海外统促

会会长会议在郑州召开% 来自全球
"'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

多个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的会长和代表人士参加了会议%

中国统促会秘书长梁金泉出席会议

并讲话#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出席会议

并致辞%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王在希就

当前两岸关系发展形势作了报告#中国统

促会副秘书长李路主持会议#河南省委常

委$统战部长刘怀廉出席会议%

梁金泉在讲话中指出#海外各统促会

要继续在努力推动两岸共同协商#促进对

台交流交往#广泛争取台湾民心#警惕和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维护祖国主权和领

土完整# 继续做好当地主流社会工作$争

取更多理解和支持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梁金泉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着

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 让我们更加

紧密团结起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主题#扎实工作#奋勇开拓#推动全球

华侨华人反&独'促统运动深入$健康$扎

实开展# 为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

面$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出新的贡献%

陈全国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会的召

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远道而来的与会嘉

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多年来支持$帮助

河南建设与发展的海内外各界人士表示

衷心的感谢% 他在致辞中说#实现祖国的

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

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人心所向$大势所

趋%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自成立以来#始

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始终坚持&和平

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团结和联合一切

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力量#促进和形成了

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反分裂$反&台独'$

促统一的有利局面% 这次大会的召开#必

将进一步推动海峡两岸民间的交流与交

往#推动海外反&独'促统力量的团结与联

合#进而为发展海峡两岸关系$实现祖国

和平统一发挥更大的作用%

陈全国在介绍了河南省省情后说#近

年来# 河南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新成就#全

省经济社会呈现出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

势头#站在了新的战略起点上% 河南的发

展#是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正确领导下#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真抓实

干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等海内外团体$ 组织的支持与帮助#

离不开与港澳台同胞和广大海外华侨华

人的交流与合作% 当前#全省上下在党的

十七大精神指引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中

原崛起而努力奋斗% 立足新的历史起点#

我们将以服务好$ 保障好这次大会为契

机#搭建好$利用好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

华侨华人沟通联系的平台#以更加开放的

姿态让河南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河南#

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扩大交流合作$加快河

南发展#为推动中原崛起注入新的生机和

活力# 进而共同为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

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

献%

会后#全球各地中国统促会会长联合

发表了题为)把握主题$抓住机遇$共同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宣言%

!&)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七届
海外会长会议在郑州召开
梁金泉讲话 陈全国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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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午#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在郑

州亲切会见前来出席戊子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的中台办常务副主任郑立中一行%

省委常委$秘书长曹维新#省委常委$

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省政协副主席王训

智等参加会见%

徐光春首先对郑立中的到来表示欢

迎#对中台办长期以来对河南工作的关心

和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据考证#新郑是黄

帝出生$创业$立国$建都之地#多年来世

界各地华夏子孙每年都在农历三月三赶

到这里寻根谒祖% 自
*''$

年以来#我们开

始由省政协牵头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通过吸引海内外华

人华侨寻根拜祖# 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

凝聚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二是提

高河南的知名度$扩大河南的影响力% 河

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中原文化博

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广泛#同时河南在

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 我们通过举办拜祖大典#能

让外界更多地了解河南$认识河南#促进

河南的对外开放% 三是有利于加强交流$

扩大合作#形成推动河南发展$促进中原

崛起的强大力量# 增强经济发展实力#促

进中原崛起的宏伟事业%

徐光春指出#河南与台湾在历史文化

上有着同宗同祖$ 同根同源的紧密联系%

中台办非常重视河南的对台工作#我们要

进一步挖掘资源#切实增强做好对台工作

的信心# 积极促进豫台两地之间经贸$文

化$旅游$教育等各方面的交流合作%

郑立中对徐光春的接见表示感谢#对

河南在两岸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方面作出

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河南有丰

富的对台工作资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

湾同胞来中原旅游观光$问祖寻根#两地文

化经济交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衷心

希望河南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凝聚各方力

量#为促进祖国统一做出新贡献%

!#

本报讯 !记者 万川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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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

在郑州亲切会见了前来参加戊子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的新党主席郁慕明一行%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曹维新#省委

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省政协副主

席王训智等参加了会见%

徐光春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和河南

人民对郁慕明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徐光

春说# 一年一度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举办

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已经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尊祖$认祖活动#成

为弘扬中原文化$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

重要活动#成为加强交流$推动发展的重要

活动%相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戊子年

拜祖大典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徐光春说#河南与台湾既有丰厚的历

史渊源#又有互利合作的现实需要% 近年

来#大批台商到河南来投资兴业#河南和

台湾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密切% 当

前#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商机无

限#潜力巨大#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在经

贸$旅游$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不断开创河南与台湾合作交流的新

局面%

郁慕明对徐光春的会见表示感谢#他

说#近年来已经第四次来到河南% 河南与

台湾在历史文化上有着同宗同祖$同根同

源的紧密联系#很多台湾同胞的祖籍都在

河南% 希望借助参加拜祖大典这一机会#

进一步加深炎黄子孙一家亲的深厚情感#

进一步加强在环保$绿化$生态农业等方

面的深入交流与合作#实现合作共赢%

!#

本报讯 !记者万川明"

%

月
"

日下午#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在郑州

亲切会见了前来参加戊子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的加拿大$美国$法国河南同乡会代表%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曹维新#省委

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省政协副主

席王训智等参加了会见%

徐光春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和
#(''

万河南人民对前来参见拜祖大典的中原

的海外游子们表示欢迎% 徐光春说#你们

非常关注家乡# 家乡人民也非常想念你

们% 河南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一是传

承历史文化#史籍有黄帝出生$建都在新

郑的具体记载+二是沿革民间习俗#多年

来中原人民和世界各地华夏子孙每年都

在农历三月三赶到这里寻根谒祖+三是适

应现实需要#通过拜祖活动可以极大地增

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极大地提高中原文

化的影响力#有力地促进中原崛起%

徐光春指出#近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

展保持良好势头#经济总量$粮食产量$工

业增加值$ 工业利润等均居全国前列#这

些都为进一步加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以

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和开拓创新的精

神# 加快推进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

越#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 衷

心希望广大海外华人$特别是从河南走出

去的海外朋友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河

南的发展#多宣传河南#为更多的朋友到

河南投资兴业牵线搭桥% 我们相信#历史

上黄帝在河南创造了辉煌#今天我们中原

儿女也会在中原大地上创造新的辉煌%

加拿大河南同乡会会长曹俊生$美国华

商会会长邓龙$法国河南同乡会会长祝晓琳

等表示# 要充分利用好海外同乡会的平台#

加大在经贸$旅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合作

与交流#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

!#

本报讯 !记者平 萍"

%

月
"

日下午#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在郑

州亲切会见香港中华煤气股份有限公司

访问团一行%

省委常委$秘书长曹维新#省委常委$

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省政协副主席王训

智参加会见%

应邀来豫出席戊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的香港中华煤气股份有限公司访问团#此

行还将就煤化工产业开发与我省进行洽谈%

徐光春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请

客人转达他对香港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

先生的问候% 他说#河南是一个煤炭资源

大省#煤炭产量仅次于山西$内蒙古#居全

国第三位% 开发利用好煤层气#可以形成

新的能源产业#国家对此高度重视并大力

支持% 恒基兆业和中华煤气股份有限公司

既有开发的实力#也有开发的愿望#对河

南是一个好消息+ 河南既有这方面的资

源#又有开发的积极性#对恒基兆业和中

华煤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也是一个好

机遇% 我们将以积极的态度$务实的精神#

进行专题研究#制订具体方案#推进资源

整合#推动双方的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徐光春说#河南拥有丰富的资源能源

和劳动力# 拥有近亿人口的巨大市场#特

别是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河南已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生机勃勃#商机无限% 希望恒

基兆业和更多的香港企业把关注的目光

投向河南#在河南寻找新的发展增长点%

香港客人对徐光春的会见表示感谢%

他们说#近年来#当我们把发展的目光转

向内陆时#发现河南发展势头很好$潜质

很好# 我们要加大与河南在煤气开发$房

地产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力度#为豫港两地

民生改善作出积极贡献%

!#

徐光春会见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嘉宾
!会见中台办常务副主任郑立中 !会见新党主席郁慕明
!会见加拿大美国法国河南同乡会代表 !会见香港中华煤气公司访问团

本报讯 !记者杨 凌"

%

月
"

日下午#省委副

书记$ 代省长郭庚茂在省政府会见了来我省访

问的美国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 美国美孚集

团董事长陈清泉先生一行%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克#省委常委$副

省长孔玉芳#省长助理$省政府秘书长安惠元陪

同会见%

郭庚茂首先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悠久的历

史$ 灿烂的文化给河南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化

遗产#少林寺$白马寺等举世闻名% 河南是人口大

省$农业大省#有着近一亿人口#粮食产量占全国

的十分之一% 河南同时又是新兴的工业大省和经

济大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位居全国第四#

+,-

位居全国第五%河南区位优势明显#是全国重

要的交通$通讯枢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位居全国

第一%作为区域发展的中心地区#河南有着巨大的

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 他希望陈清泉一行在河南

访问期间能多走多看# 领略河南古老的历史文

明#感受迅速发展$活力充沛的现代河南%

陈清泉感谢郭庚茂的会见%他表示#河南的

区位$资源$人力$市场优势等都十分显著#近年

来各级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不遗余力#对

外来投资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自己将为推动

两地合作做更多工作%

!&)

本报讯 !记者杨 凌"

!

月
"

日下午#省委副

书记$ 代省长郭庚茂在省政府会见了来我省访

问的海峡两岸合作发展基金会董事长$ 台湾良

友会会长张世良先生一行%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克#省委常委$副

省长孔玉芳#省长助理$省政府秘书长安惠元陪

同会见时在座%

在向客人简要介绍河南的基本省情后#郭庚

茂说#当前#河南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 全省人民正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之

路上奋力迈进%他说#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外开放的程度# 河南省将坚

持实施对外开放战略# 致力为外来投资者创造良

好的发展环境#以此实现与合作方的互利双赢#加

快富民强省的进程% 他说#同为炎黄子孙#大家

能在河南相聚$共叙友情#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

情#希望今后两地加强往来#推动合作%

张世良感谢郭庚茂的会见# 并为能来河南

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感到高兴# 他表示将在

台湾更多地宣传河南#推动两地在农业$文化$

经贸等方面开展合作%

!&)

本报讯 !记者王 磊"

!

月
"

日下午#省委副

书记$ 代省长郭庚茂在省政府会见了西班牙伊

比里亚中国基金会主席方新民和空客
.)('

副

总裁赫塞(卡塔鲁尼亚一行%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克#省委常委$副

省长孔玉芳#省长助理$省政府秘书长安惠元会

见时在座%

郭庚茂对客人们前来河南参加戊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并参观考察表示热烈

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河南省情和近年发展概况%他说#古时就有&逐鹿中原'的说法#

当今的河南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仍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河南是中部地区具有

代表性的省份#当前#中部与沿海在体制$政策上的差异正逐步缩小#而其区位$成本$

市场等优势正在进一步凸显%对外开放既是强国之路#也是强省富民之路%河南正在

积极推动开放带动战略#省委$省政府将为外来客商在河南投资发展创造良好的氛

围% 希望大家在河南多走走看看#进一步增进了解与友谊#推进多种方式的合作%

方新民等感谢郭庚茂的会见# 表示将为加强河南与西班牙的沟通交流多做

工作#促进两地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与发展%

!&)

本报讯 !记者王 磊"

%

月
"

日下午#省委副书记$代省长郭庚茂在省政府会

见了台湾环华投资控股公司总经理$英商怡和集团台湾区董事长张睴一行%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克#省委常委$副省长孔玉芳#省长助理$省政府秘

书长安惠元会见时在座%

郭庚茂对张睴先生一行前来河南参加戊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并参观访问

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河南省情和近年发展概况%当他得知张睴祖籍河

南时#高兴地说,&欢迎您多回家看看- '他说#近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

展#正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和强劲的发展潜力#已经

成为中西部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未来发展态势会更好%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客商

更加深入地了解河南$关注河南#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省委$省政府将努力为客

商投资发展提供良好条件#促进双方互利共赢%

张睴等感谢郭庚茂的会见# 表示将为加强豫台企业界之间的沟通交流多做

贡献#使双方取得更多的实质性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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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历届奥运会冠军陆续抵达郑州!参加即将举行的戊子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 图为奥运冠军李玉伟#姚景远同机到达郑州"

"%

本报记者 李建峰 摄

!!

月
"

日!奥运景观雕塑展在黄帝故里河南省新郑市举行" 这次展出的
#$&

件

优秀雕塑作品来自
'(

个国家和地区!表达了人们对奥运的热爱和向往" 新华社发

作品$射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