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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旅游形象歌词征
集活动”已告一段落，经评
选有 5首歌词入围获奖。近
日，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现
面向社会广泛公开谱曲征
集。征集时间为 2018年 12
月 1日至 2019年 1月 31日。

征集要求：只对获奖的
5首歌词征集谱曲。根据歌
词创作歌曲，深情地抒发歌
词所提供的意境，同时契合
主题要求。歌曲要求主题
突出、旋律流畅、优美动听、
简约大气、朗朗上口，并易
于传唱、易于普及。作者可
电子版投稿。投稿时提交
歌曲简谱的同时，需一并提
交在专业录音棚录制好的
音乐（歌曲小样不少于 1分
钟，电子版，mp3格式）。应
征歌曲应为原创作品，不得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不得违
反法律法规。否则，由此而
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
创作人自行承担。

同时，作者提交作品参
选即视为授权主办方拥有永
久使用权，作者享有署名

权。若作品侵犯著作权等
有关法规，主办方有权取消
其参选资格，所涉法律责任
由投稿者自行承担。若作
品获奖，其著作权归主办方
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所有，
主办方有权对作品进行修
改、宣传、制作、非商业宣传
推广使用、出版发行，不再
另付稿酬；主办方有权决定
作品的使用场合、使用方
式、演奏（演唱）人选。应征
作品须注明曲作者姓名、身
份证号码、通讯地址、联系
电话、电子邮箱，报送主办
方电子邮箱；应征作者须手
写签订著作权承诺书，签订
后拍照或扫描电子版发至
主办方电子邮箱。邮箱地
址：3261318072@qq.com。

评奖采取专家评审，若
投稿作品不符合主办方要
求，主办方可邀请创作名家
进行创作。最终选出的优秀
歌曲向社会和作者公布。设
旅游形象谱曲 1 名，奖金
20000 元。设优秀奖 2 至 4
名，每名奖金5000元。

歌词选登
爱恋新郑
爱你一半是古色古香，
恋你一半是青春时尚。
黄帝故里点燃文明薪火，
郑韩故城凝固千秋风霜，
具茨晴岚绘写水墨丹青，
万千枣树摇曳百里芬芳，
每一个日子都写满荣光，
每一寸土地都写满希望。
啊，新郑，我可爱的家乡，
爱你在梦里，恋你在心上。
爱你一半是追梦旋律，
恋你一半是绿色交响。
溱洧踏歌唱响人间天堂，
生态田园洋溢和谐吉祥，
厚德自强彩绘锦绣华章，
传承创新铺展百业兴旺，
每一个日子都写满梦想，
每一寸土地都写满辉煌。
啊，新郑，我可爱的家乡，
我为你奉献，我为你歌唱。

新郑
仰望神鸟飞翔的汉阙
眼前升起轩辕丘的明月
黄帝饮马蹚过清澈姬水
和众人一起开创伟大有熊国
唱着郑风敲着编钟出其东门
子产的车舆载起南桥永世的风雪
如果乘上郑公的礼车
你将回到春秋，一次次穿越
跟着方壶上的振翅仙鹤
勇于和过去话别
仰望诗词飞翔的唐宋
少年期待与诗王的相逢
乐天挥毫饱蘸溱洧秋波
和众人一起吟唱盛世如梦令
画过晴岚浣过竹溪读罢烟雨
坡公的碑书载起郑韩永远的醉翁
如果披上黄色的纱巾
你会帆挂乡愁，一次次乘风
带着绿叶对根的深情
神思萦绕在新郑

新郑邀你来
让南桥风雪飘起来
溱洧秋波邀来瑰丽的云彩
让陉山晚照撒下来
锦堂春色滋润生活的舞台
来来来，黄帝故里邀你来
千年诗经飞，时代敞胸怀
来来来，郑韩故城邀你来
笑融红枣园，心灵更自在
把塔寺晚钟敲起来
生态绿城托起憧憬和期待
把欧园烟雨绘出来
梅月竹溪奔向欢乐的大海
来来来，双洎凌波邀你来
诗画醉家园，丝路挥飘带
来来来，具茨圣山邀你来
流连自然美，心中更豪迈

新郑市在建设创新型县
（市）工作中，贯彻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快科技
人才引育、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加
大科技资金投入、搭建创新研发
平台、支撑产业迅猛发展，通过各
项政策的实施，新郑市在科技创
新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科技人才引育加快。新郑市
大力实施“五彩”人才计划，目前
拥有郑州市“智汇郑州·1125”创
新领军团队 3个，创新创业领军
（紧缺）人才共10名，省级科技特
派员4名、县级科技特派员10名，
依托新郑市5家院士工作站吸引
5名“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长江学者”“中原学
者”等海内外、省内外高级人才。

创新创业氛围浓厚。新郑
市共建成创新创业综合体 4家、
众创空间 13家、科技企业孵化
器 4家、星创天地 1家，引进企
业、项目597家，团队306个。高
标准举办两届“新郑市创新创业
大赛”“创新创业载体运营提升

培训”，成功承办“‘郑创汇’国际
创新创业大赛 2018年 11月月
赛”“河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
2018年年会暨第三届知识产权
中原论坛”等赛事活动。

科技资金投入加大。近年
来，每年科技计划项目支出不少
于 3000万元；市财政每年拨付
5000万元创新创业基金，主要用
于创新创业补贴、平台建设、科
技成果转化等。

研发能力不断增强。新郑
市拥有国家级、省级技术研发中
心 18家，郑州市级研发中心 31
家；公共服务平台 3家，2013至
2018年成果转化累计 75项；高
新技术企业14家,2017年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为75.4亿元，增速
为14%；2017年专利授权量达到
1430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197
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0件。

产业创新发展迅猛。新郑
市培育中国红枣第一股好想你
枣业、中国养猪第一股雏鹰农
牧、润弘制药、遂成药业、中储
粮、雪花啤酒等一大批骨干企业

发展壮大，现代商贸物流、现代
食品制造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和百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规
模日益壮大，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文化旅游、科技服务等
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县（市），
下一步，新郑市将着力抓好创新
创业综合体建设。进一步加快
电子商务综合体建设，力争2019
年底前，10万平方米全部投入运
营，入驻企业 500家，实现交易
额 100亿元。着力抓好科技创
新人才培育和引进。争取引进
20名高层次创新创业领军型、紧
缺型人才，引进 3支领军型创新
创业团队；通过 1~2家国家级科
研机构、500强企业研发中心在
新郑建设分支机构来培养一批
尖端科技人才，通过新培育认定
100家科技型企业来锻炼一批应
用型科技人才。着力抓好科技
型、创新型企业培育。2019年
底，力争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0
家，培育科技创新龙头企业 4
家，培育科技瞪羚企业30家。

本报讯 11月 25日，《大明
首相》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该书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史
题材作家郭宝平创作。新郑市
将根据这部历史小说改编的同
名电视剧、以主人公高拱故里为
基础打造的大明相里明文化文
旅特色小镇，也在积极筹划中。

作家以 16世纪中叶这一世
界历史转折点和明朝进入大变
局前夜为宏观背景，在尊重历
史真实的基础上，在错综复杂
的矛盾纠葛中，全方位再现了
明朝中后期犹暗乍明、朦胧躁
动的历史。

小说主人公高拱是一位意
识超前、推崇实政，忠诚、干净、
担当于一身的政治家、改革家、
思想家，也是有望引领中华号航
船驶向新航道的强有力的领导
人。在他执政时，大明王朝面临
着战争与和平的抉择；面临着继
续闭关锁国还是开放的抉择：是
持续海禁祖制还是解海禁通海
运？面临着维持自给自足的小
农经济还是调整国策的抉择：是
继续维系重农抑末的国策，还是
进行重大调整，积极发展工商
业？面临着修修补补还是破旧
立新的抉择：对不合时宜的祖制
律法，是在修修补补的基础上全
力维系，还是大力改革，建立起
新的体制？面临继续收买人心

还是大力肃贪的抉择：严嵩、徐
阶执政期间，带头贪腐，又出于
收买人心的需要，对官场贪腐采
取姑息甚至纵然态度，是继续收
买人心以巩固执政者的地位还
是大力肃贪，澄清吏治？因此，
争论乃至争斗就表现得异常激
烈，从而使得这部小说故事饱
满，情节曲折生动，具有很强的
可读性。

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王世
贞、俺答汗、三娘子等作为与主
人公有交集的重要人物，展示出
不同的个性，又都代表一个侧
面，反映了明朝中后期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
风貌，增加了这部小说的丰富性
和厚重感。小说以人性为底色，
以故事为纽带，牢牢把握历史小
说以写历史上的人为使命这一
宗旨，描述出各色人物的多面
性，展示在读者面前的，都是鲜
活的男男女女，都是承担多重角
色而又在既定制度规制下的人，
使读者不能不为他们的喜怒哀
乐所触动，为窥见人性中的幽暗
而痛心，为历史中如此之多的偶
然性而浩叹。

小说还注重对制度、风俗的
考证；语言表述尊重历史原貌，
人物性格鲜明，弥漫着浓厚、古
雅的历史气息，有很强的代入
感，使人仿佛置身时空隧道，一

览大明王朝的历史风景。
《大明首相》作者郭宝平，

有长期部委机关工作经历，多
年来致力于历史题材写作，出
版学术著作多部，并已出版长
篇历史小说《谋位》，传记文学
《明朝大书生》《最有权势的读
书人》等作品 8部。写作视角独
特，史观新颖，宏观关照与细节
挖掘并重；文笔老辣，以厚重的
历史感行诸文学笔调，在历史
题材写作中独树一帜。他在蜻
蜓 FM开讲《权谋高手张居正》，
也深受各界推崇。

作家兼具学术研究和文学
创作两方面之长，加之有较长时
间的领导机关工作经历,独具优
势，对人物、事件的把握精准，读
来毫无隔靴搔痒的隔膜感。

《大明首相》的出版，为读者
提供了一部近年来难得一见的
以写实见长的历史小说力作。

文学界、史学界有关专家学
者，有关部门领导，高拱家乡新
郑市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了在京
举行的新书发布会，对《大明首
相》的出版表示祝贺；期待这部长
篇历史小说力作所传达出的忠
诚、干净、担当精神，能够为社会
增添正能量；呼吁大家多读书、读
好书，了解历史，贡献当下。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刘象乾

奖励20000元奖金
新郑市旅游形象歌词邀你来谱曲

《大明首相》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一幅大明中后期
政治生态的逼真画卷

本报讯 11月21日，科技部公布了“关于首批创新型县（市）建设名单公示的公告”，
全国共有52个县（市）被科技部列入首批创新型县（市）建设名单，新郑市成为河南省唯
一一个首批通过的创新型县（市）。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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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唯一 新郑入列全国首批创新型县(市)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