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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实施快、
报批快、验收快
等政策优势，平
顶山市自启动
拆旧复垦以来，
共 通 过 验 收
3.9 万 余 亩 复
垦耕地

●● ●● ●●

专家认为，本次检测

通过科学分析的方法确

定了这些汉代液体是“仙

药”，为研究古代文明以

及古人升仙思想提供了

宝贵的实物证据，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冰珂 白秋津）“村里原有
的废旧房屋被拆除复垦后，都种上了果
树、蔬菜。”3月3日，郏县冢头镇梁庄村
第一书记朱国强说，一年时间，全村共
计拆旧复垦116亩。如今，昔日的垃圾
坑不见了踪影，房前屋后，一排排桃树、
柳树等生机盎然。

梁庄村的变化是平顶山市拆旧复
垦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大
批重大项目的实施，城市建设用地“历
史遗留欠账多”“外部挖潜资源不足”

“现实需求不断增加”等问题日益突
出。2017年，平顶山市在郏县开启拆
旧复垦工作，用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政策，唤醒“沉睡土地”。

郏县通过对全县零星闲散地、空闲
宅基地、工矿废弃地等的面积和质量进
行调查测量，科学制定复垦“地图”和复
垦标准，依规有序推进，实现保护耕地、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统筹城乡发展

“三合一”。
“拆旧要做到群众愿意、群众受益、

群众满意、群众参与。”冢头镇党委书记
鲁延锋说，“废旧房屋拆除后屋主能得到
补偿，村民参与拆旧可以领工钱，土地复
垦后可种树种菜，或者由村里统一管理。”

3月3日，梁庄村爱心院中，几十株
绿化树吐露嫩芽，几位老人正在暖暖的
阳光下闲聊，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朱国强说：“爱心院正是利用拆旧复垦
的土地和奖励资金建设的，目前已经入
住了十多名困难村民。”

拆旧复垦后，唤醒的“沉睡土地”不
仅可以用于绿化美化村庄、发展村级公
益事业，还可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在郏县堂街镇谢庄村，占地3亩多
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站中，一片片太阳能
电池板在初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这里原是垃圾坑，平整后利用奖
补资金建了一座小型光伏发电站。别
看面积小，发电量可不少。”郏县国土
局局长李政杰说，目前全县 60个贫困
村全部利用复垦土地装上了光伏发电
板，每村每年平均可增收8万元左右。

在国家级贫困县鲁山县，曾经杂
草丛生、乱石遍布的荒坡，如今经过拆
旧复垦，也变成了适宜耕种的良田。

“原来村里适合耕种的土地较少，
这次我们把村边拆旧复垦的土地，全

部分给了村民耕种。”鲁山县辛集乡四
山村党支部书记史大斌告诉记者。

据介绍，得益于实施快、报批快、
验收快等政策优势，平顶山市自启动
拆旧复垦以来，共通过验收3.9万余亩
复垦耕地，不仅归还了土地旧账，百城
建设提质、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等一
批重大项目也得以顺利进行，实现了
农民得实惠、农村得发展、乡村得振
兴、城市得提质的共赢局面。③8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3 月 1日，
我省今年第二批 2458.38 亩 B 类复垦
券交易成功，为罗山县、淅川县、郸城
县等10个贫困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筹集资金 3.89 亿元。截至目前，全省
已累计交易宅基地复垦券10.43万亩，
成交总金额达210.69亿元。

为进一步发挥复垦券交易对脱贫攻
坚的支持作用，2019年我省B类复垦券
交易实行计划管理、小步快跑、及时交易

的方式，优先安排即将脱贫摘帽的贫困
县和深度贫困县指标交易。今年以来，
结合市场需求情况，我省已组织开展了
两次B类复垦券交易，1月 11日，我省
2019年第一批 2436.23亩宅基地 B类
复垦券交易成功，筹集资金3.8亿元。这
两次交易指标主要产生于原定计划
2018年实现脱贫摘帽的贫困县，所筹集
的7.7亿元资金将为这些贫困县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③5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中献 刘浩博

2月 24日下午，在邓州市编外雷
锋团展览馆，“编外雷锋团”政委姚德
奇迎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当代雷锋、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郭
明义。

当身着工装的郭明义来到展览
馆，姚德奇快步走上前，两双手紧紧
握在一起，两位雷锋精神的践行者相
聚在一起。

作为新时期学习实践雷锋精神
的优秀代表，郭明义在部队时就荣获

“学雷锋标兵”，退伍后，郭明义又先
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改革先锋
等诸多荣誉。他将帮助他人当作习
惯，资助困难学生，建立爱心团队，被
授予“当代雷锋”荣誉称号。

受邓州市委、市政府的邀请，郭
明义前来出席在邓州举行的新时代
学雷锋经验交流会系列活动。

对于“编外雷锋团”的事迹，郭明
义并不陌生。560 名邓州籍雷锋战
友回到家乡后组建“编外雷锋团”，矢
志不渝坚持学雷锋，被中宣部授予

“时代楷模”称号。姚德奇向郭明义
介绍，“编外雷锋团”如今发展到 25
个营 15个直属连排，成员有工人、农
民、学生等共1.4万人，已成为中原大
地学习雷锋的一面旗帜。郭明义感
慨地说：“邓州的学雷锋活动落到了
实处，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开花结果，
很让人感动。”

在展览馆里参观的群众也被他
们的热情所吸引，看到心目中的学雷
锋“明星”郭明义、姚德奇来了，争相
围拢过来合影留念，听他们讲学雷锋
的故事。

“全社会都应该传承和弘扬雷锋
精神。学雷锋活动要立足于做，特别
要在青少年中深入开展，让他们树立
远大的理想信念，让雷锋精神代代相
传。”郭明义说。③5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通讯员 段
万卿）“注意安全，干渠水位深，水流
急，请不要在渠边玩耍。”连日来，陆浑
水库工作人员向干渠附近村庄学生这
样展开宣传。

据介绍，2月 26日陆浑水库开闸
放水，春灌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春灌
工作计划25天左右，涉及嵩县、汝阳、
伊川、偃师、汝州、巩义等县市，灌溉农
田面积34万亩。

此次通水期间，水从陆浑灌区总
干渠渠首闸口流出后，将沿总干渠、东
一干渠流至巩义，全长约 150 公里。
渠首总引水流量每秒 15立方米至 40
立方米，此次春灌预计放水5000万立
方米。

为保障春灌顺利进行，在沿渠县
市提出灌溉申请后，陆浑水库管理局
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并与各
县市政府充分沟通，确定通水时间及
水量，确保此次春灌为小麦等农作物
生长提供充足水源。

本次春灌面积大、时间长，渠内水
位高、水量大、水流急，为确保这次春
灌安全顺利进行，陆浑水库管理局在
渠道附近村镇、学校、重要地段发出公
告，提醒市民和灌区沿线居民注意安
全，不要在灌渠周边逗留、玩耍，并派
出5个防溺水巡查组在重点渠段巡查
督导。

陆浑水库位于黄河二级支流伊
河之上，总库容 13.2 亿立方米，因附
近嵩县田湖镇陆浑村而得名。陆浑
灌区下辖总干渠、东一干渠、东二干
渠、西干渠等 4条干渠，干渠总长 304
公里。

省水利厅农水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气温回升，小麦返青，我省各
大灌区近期将相继开闸，保证小麦春
灌用水。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2019年，全
省力争 20%的乡镇卫生院和 10%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达到基
本标准，并遴选出一批达到推荐标准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参加二级医院评审……2月 27日，全
省基层卫生健康工作会议暨“优质服
务基层行”活动启动会议在郑州召
开。会议明确，今年我省正式启动以
医疗服务能力提升为重点的“优质服
务基层行”活动，筑牢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网底，满足更多百姓“家门口”就
医需求。

2018 年，我省不断健全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服务条件不断改
善，服务能力明显增强。截至 2018
年年底，全省贫困村卫生室标准化率

达到 98.6%，其中公有产权卫生室占
比达到40%。

据了解，今年，我省将动员和引
导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以服务为重点，以优质为目标，
努力提升优质服务能力。优质服务
将聚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提升，
开展个性化签约服务，推动签约服务
智能化；推动基层全科诊室、家庭医
生工作室标准化建设，优化服务流
程、促进医防康融合；启动社区医院
建设试点，遴选具备较强医疗服务能
力和一定规模服务人口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加挂社区医院的牌子；加强
基层全科医生队伍和骨干医师培训，
推动落实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申报高
级职称的政策措施等。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去年 9
月，洛阳纱厂西路发掘一座西汉空心
砖券大墓，出土了彩绘陶壶、大雁铜
灯、“暖手炉”、青铜壶等文物，其中一
个青铜壶内盛有约 3500 毫升的液
体，据考古人员初期判断是美酒，引
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但是到底是不是美酒，需要通
过科学研究来确定。3 月 1 日，在

“2018 河南考古新发现论坛”上，洛
阳纱厂西路西汉墓考古发掘项目负
责人潘付生公布了答案。潘付生
说，为了确定该青铜壶内液体成分，
洛阳考古研究院和北京科技大学科
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分别对
该铜壶中的上层清液和下层沉淀物
进行取样，最后确认液体不是美酒
而是“仙药”。

潘付生解释，经过科学检测，该
铜器中的液体为矾石水，即硝石和明
矾石的水溶液，是古人制作的一种

“仙药”。古人用矾石和硝石制作“神
仙水”，西汉古籍《三十六水法》中有

“取矾石一斤，无胆而马齿者，纳青竹
筒中，薄削筒表。以硝石四两覆荐上
下，深固其口，纳华池中，三十日成
水”的明确记载。

“这是古人用硝石和矾石制‘仙
水’的流程。”潘付生介绍，我国古代
炼丹术有水法与火法两种形式。水

法最初用于饮服成仙，后来用于炼
丹。《三十六水法》是我国现存年代最
早的水法专著。

据了解，这是我国首次在汉代墓
葬里发现“仙药”。专家认为，本次检
测通过科学分析的方法确定了这些
汉代液体是“仙药”，为研究古代文明
以及古人升仙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实
物证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双面印文“耿大印”和“耿
少翁印”的铜印出土，考古人员推
测，这座西汉空心砖券大墓应为耿
姓家庭墓葬。“该墓葬出土的遗物数
量多、种类丰富，这些发现为研究西
汉中晚期高级贵族的生活习惯、埋
葬习俗等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材
料。”潘付生说，此外，死者头部的三
块大玉璧、铜镜、玉饰组成的器物很
可能是古代的一种葬器“温明”。“温
明”这种葬具的发现将填补中原考
古发现的空白。③5

我省启动优质医疗服务基层行活动

推动家庭医生工作室标准化建设

陆浑水库开闸春灌
滋润34万亩农田

平顶山“增减挂钩”盘活城乡建设用地

拆旧复垦唤醒“沉睡土地”

我省复垦券交易总金额超210亿元

“当代雷锋”与“编外雷锋”的相聚

洛阳西汉古墓出土的液体成分确定

我不是“美酒”，是“仙药”

▲这是河南洛阳西汉空心砖券大
墓出土的青铜壶内的液体。

◀这是河南洛阳西汉空心砖券大
墓出土的大雁铜灯（左）。

均为新华社发

3月 3日，游客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游览拍照。近日，随着气温回暖，受上游融冰开河速度加快影响，黄河壶口瀑布
水量增大，气势磅礴。 新华社发

在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安各庄镇
安各庄村西，耸立着一座亭檐下刻着

“高小安烈士纪念亭”几个大字的亭
子。这是 1946年滦南县第四区为纪
念英勇牺牲的高小安烈士而修建的。

高小安，原名高瑞泉，化名林海
山。1916年5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滦
南县安各庄村。在地下共产党员姚洗
尘的教育下，接受了新思想。1930年
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5年8月，由京东特委介绍，
高小安和丰润县委接上关系，将农民
武装队伍改编为路南游击小队。

1936年 1月起，高小安任丰滦边
游击队长，带队活动于曾家湾等地至
渤海沿岸，支持农民反地主，带领渔
民反渔霸，组织盐民反“缉私”。全国
抗战爆发后，根据党的方针，高小安
率千余人支持冀东抗日大暴动，被任
命为冀东抗日联军第十三总队总队
长，所部最多达 2000余人。1938年

10月初，抗联队伍西撤，高小安率领
的第十三总队成为唯一一支留在冀
东的暴动总队。

1941年 1月，高小安到中国人民
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分校展开为
期一年的学习。次年“抗大”结业后
高小安回到冀东，协助地方政权开辟
地区，筹建人民武装。半年时间开辟
出 100多个村庄，建立了迁滦卢联合
县第五总区。

1944年3月19日，驻滦县偏凉汀
日军出动4辆坦克、3辆大板车以及百
余名伪军进行“侦察扫荡”。战斗中高
小安为接应和掩护战友把坦克引向自
己。在坦克的密集火力扫射下，高小
安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28岁。

1946年 12月，滦南县第四区人
民在安各庄村为高小安烈士建立了
纪念亭，1958 年在冀东烈士陵园设
立虚墓并建纪念碑。

（据新华社石家庄3月2日电）

高小安：为民族解放挥百倍精神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本报讯（记者 孙静）2月28日，记
者从郑州海关获悉，中国智利自贸协
定升级《议定书》于3月 1日起正式实
施。中智双方承诺进一步对 54种产
品实施零关税，总体零关税产品比例
达到 98%。此举为我省大量纺织服
装类外贸企业带来零关税利好。

据郑州海关有关负责人介绍，
《议定书》生效标志着智利取消我国
出口的纺织服装、家电、蔗糖等 24种
产品的关税。纺织服装是我省重要
的出口商品，关税直降为零，将直接
降低我省服装类外贸企业的出口成
本，提升企业在海外市场竞争力。

此外，《议定书》对原产地规则和

操作程序进行了优化，为我省企业申
办中智原产地证书提供了更多便利。
今年1月，郑州海关已签发中智自贸协
定原产地证书352份，货值3.47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36.43%和111.68%，签
证商品涵盖数字化手机、西服套装、机
动车辆零附件以及办公家具等。

据悉，中国智利自贸协定自2006
年实施，是我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
一个自贸协定，有力推动了我国成为
智利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目的地
国和进口来源国。中智自贸协定升级
将有利于进一步挖掘双方经贸合作潜
力，也有利于辐射周边市场并向拉美
国家拓展“一带一路”倡议。③4

中智自贸协定升级 零关税比例达98%

我省纺织服装企业迎利好

3月2日，中
信重工200余名
青 年 志愿者在
洛阳移动献血车
上无偿献血，以
实际行动践行
雷锋精神。⑨3
黄政伟 摄

壮观飞瀑迎客来

基层亮点连连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