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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温小娟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1 月 16日，围绕南阳新莽时期官府铸
币遗址发掘与保护，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南阳市文物局召开专题专家
咨询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项考
古发现反映了南阳在两汉时期所处
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具有重大历
史文化价值。

据了解，新莽铸币遗址位于南阳
市中心城区的南阳府衙博物馆院内。
2017年 10月，一场暴雨导致府衙东
区地面塌陷，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抢救性考古调查中发现此处古迹。
2018年 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南阳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联合进行了发掘，共发现文
化遗迹9处，窑址1座、灰坑8个，主要
出土物有“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陶
母范数百块、坩埚(残)、铜炼渣、铁工具
等，部分母范有“始建国元年三月”“后
钟官”铭文。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
海旺表示，新莽铸币遗址遗存所反映
的丰富信息显示，南阳当时的城市建
设规模达到了历史高峰。中国钱币学

会研究员杨君认为，南阳发现的新莽
铸币遗址，有望填补中国钱币史领域
相关课题的空白。

与会专家建议当地政府和文保
部门做好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和保

护、展示工作，扩大发掘规模，加强
多学科综合研究，采用现代信息技
术记录发掘、保护过程，在遗址核心
区启动铸币遗址陈列展馆的规划和
建设。③8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杨之甜）“比如你想知道‘八’这个
字的甲骨文字形，就在拼音检索里查找，在
第三页上就可以找到甲骨文‘八’的4种字
形……”1月16日，在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
举办的《甲骨文常用字字典》首发仪式上，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为读者详细讲解字典
的用法。这是中国文字博物馆举办的“纪
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配合当前社会上学习甲骨文、书写
甲骨文的热潮，中国文字博物馆与复旦
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合作编
撰了该字典。该字典共收录1000余个
已被识认出来的、经常被使用的甲骨文
字形，每个字形都是从甲骨上直接拓印
下来的，兼具准确性、学术性和实用性。

中国文字博物馆还举办了中国古
文字艺术创作研修班暨甲骨文书法国
际大展等系列活动。③8

本报讯（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张晓静 通讯员 张敬勇）
作为濮阳工业园区的“尖子生”，1 月 14
日一大早，天能集团濮阳基地负责人
迫不及待地报告好消息：“濮阳基地去年
收入突破60亿元，综合效益在集团10
大基地中排名第一！这军功章，有濮阳
工业园区的一半！”而现场濮阳工业园
区有关负责人最关心的，仍是企业发展
中遇到的新课题：“智能化改造进展顺
利吗？研发方面还需要哪些帮助？”

近年来，濮阳工业园区聚焦企业
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营造高效便
捷的政务环境，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作为园区鲜亮的新标识。

深化“放管服”改革，让企业“最多跑
一次”，濮阳工业园区做“减法”显成效。

“原来办一次业务交一次基本资
料，拿着表格在办事大厅和单位之间
来回跑；现在打开网页就能办业务，进
度一目了然。”河南君恒实业集团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是濮阳工业园区的重点

企业，公司税务会计表示：“从走马路
到‘走网路’，企业更能轻装上阵。”

作为派出机构，濮阳工业园区的
审批职能虽不十分完备，却仍成为濮
阳“放管服”改革的前沿。“三级十同”

事项目录梳理走在全市前列，积极推
进大数据共享，打破“信息孤岛”；园区
行政服务大厅内，36个服务窗口联审
联批，29个行政单位的 240余项审批
服务事项集中入驻；创新机制设置城
乡规划委员会和土地资产管理委员
会，投资项目审批时间压减一半以上。

推进干部作风转变，强化主动服
务、靠前服务、精准服务，濮阳工业园
区做“加法”引“凤凰”。

海尔希医药科技项目从签约到开
建仅用时 5个月；河南东方雨虹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防水卷材生产项目仅用
时7个多月，实现开工、建设、投产“三
级跳”……“专门成立项目指挥部，分
包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一线办公、现场
解决问题，我们就好像坐上‘直升
机’。”东方雨虹项目负责人靳曦说。

主动作为的服务意识，打通政府服
务企业“最后一公里”。濮阳工业园区
完善落实项目调度和领导分包制度，利
用“企业服务日”“企业服务云”“企业服
务热线”等渠道，收集梳理企业反映的

“疑难杂症”，及时转办交办、跟踪问效。
“我们想到的事政府做到了，我们

没想到的事政府也做到了。”濮阳龙润
公司负责人施华峰清楚地记得，在他
一筹莫展时，濮阳工业园区牵头多次
召开协商会议，为企业协调贷款到位。

得到投资信心的施华峰自发成为
一名“宣传员”。在他的带动下，生物
营养性添加剂“甜菜碱”生产规模国内
第一的海尔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落户
濮阳工业园区；而海尔希又引来韩国
希杰集团前来考察、投资。

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濮阳工
业园区处处火热、充满生机：预计
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120亿元，同比增长49%，濮阳工
业园区跑出了发展加速度。③9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刘春香
通讯员 肖雨桐）1 月 14日，作为中宣
部、文化和旅游部等主办的 2019年元
旦、春节期间“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活动的组成部分，河南省“红
色文艺轻骑兵新春走基层”活动在淮
阳县大连乡大朱村启动。

启动仪式现场，著名表演艺术家李
树建、柏青、丁建英等为大家献上了豫剧
《大登殿》《穆桂英挂帅》《朝阳沟》选段、
折子戏《抬花轿·梳妆》、戏曲小品《武松
打虎》、唢呐独奏《百鸟朝凤》等精彩节
目，赢得观众阵阵热烈掌声。河南豫剧
院还为当地困难群众捐赠了一批棉被。

此次活动也是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的 2019年“春满中原·老家河南”主
题系列活动之一。活动期间，省直文
艺院团将组织 20 支“红色文艺轻骑
兵”小分队，分赴兰考、淮阳、西华、潢
川、商水、新蔡等 14个县的 20个贫困
村进行慰问演出。同时，各级文艺单
位也将组织相应的文艺小分队到基层
演出。此外，我省艺术名家李树建、汪
荃珍、王惠等将给群众带去经典剧目
选段等高质量的文艺演出。

据悉，我省还将举办迎新春京剧晚
会、元宵节民族音乐会、越调《吉鸿昌》
展演等优秀主题文艺演出。一系列精
彩纷呈的活动，将让全省人民和广大游
客充分体验一份新春文化大餐。③5

左权，1905年3月出身于湖南省醴
陵县（今醴陵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4年，左权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
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先是在莫斯科
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转入伏龙芝军事
学院深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
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
教育长、新12军军长。1933年后，任中
革军委第一局局长、红一军团参谋长，参
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左权参加长征，参与
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

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任八路军副

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任
八路军第二总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
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取得
了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战役的胜
利，威震敌后。

1942年 5月 25日，左权在山西辽
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
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
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
的最高指挥员，周恩来称他为“足以为
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
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据新华社长沙1月 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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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为了给市民创造更加优美的游园环境，1月16日，平顶山市园林
处员工在广场内悬挂大红灯笼，烘托节日气氛。⑨6 姜涛 摄

《甲骨文常用字字典》
在安阳首发

受新郑市后胡水库管理局和新郑市社会福利服务中

心委托，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以下国有产权进行

公开招租：

一、标的基本情况

二、竞价方式

本次国有产权公开招租采取网上竞价方式进行，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价文件获取方式

点击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主页“产权交易

网上大厅”，在对应标的的附件信息中自行下载竞价文

件。

四、报名及竞价有关时间

（一）网上竞买申请及资格审查时间为 2019 年 1月

17日 9时至2019年 1月 25日 16时；

（二）网上自由报价及限时竞价时间详见竞价文件。

五、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人须具备独立民事行为能力。

（二）竞买申请须提交的具体资料详见竞价文件。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标的查看联系人：

新郑市后胡水库管理局

赵先生 0371-62566886/18203609272

新郑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赵先生 0371-69907766

（工作时间：8：30—12：00、14：00—17：30）

（二）报名咨询及申请联系人：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司先生 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13：00—17：00）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 1月 17日

项目编号

新国资交
易（2019）

1号

新国资交
易（2019）

2号

标的名称

1.1765㎡土地租
赁权

2.120㎡房屋租
赁权

1.170.4㎡的四间
门面房租赁权

标的位置

后胡水库管理
局院内

后胡水库管理
局院内

郑许公路东侧
29号

租赁
期限

3年

3年

3年

竞买起始价
（元/年）

69000

16000

80000

竞买保证金
（元）

6900

1600

8000

权属单位

新郑市后胡水
库管理局

新郑市后胡水
库管理局

新郑市社会福
利服务中心

新郑市三项国有产权公开招租公告

29 个行政单
位 的 240 余
项审批服务事
项集中入驻

240
余项

设置城乡规划
委员会和土地
资产管理委员
会，投资项目
审批时间压减
一半以上

1/2
审批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