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1 日，星环科技郑
州子公司在郑州市郑东新区
智慧岛大数据试验区揭幕，
为河南大数据产业布局又落
下强力一子。

这家国内知名的大数据
核心技术企业，如何看待河
南大数据发展前景？星环科
技创始人兼CEO孙元浩接
受了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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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21日电 3月 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巴
布亚省发生洪水灾害向印尼总统佐科
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近日，印
尼巴布亚省发生洪水灾害，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
佐科总统和洪灾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对遇难者和失踪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我们对印尼人民遭受灾害感同身
受。我相信，在佐科总统和印尼政府
坚强领导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战胜
灾害、重建家园。

新华社北京 3月 21日电 3月 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致电莫桑比
克总统纽西、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
瓦和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就莫桑比
克、津巴布韦、马拉维三国遭受强热带
气旋灾害表示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热带气
旋“伊代”在莫桑比克、津巴布韦、马拉

维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
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
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
悼，向遇难者和失踪者家属以及受伤
者和灾区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三国
人民遭受灾害，中方感同身受。相信
在三国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三国人民
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

本报讯（记者 孙欣）从嵩山之麓
到天山脚下，有一种距离叫千山万水，
有一种情谊叫心手相连。3月 21日，
一部真实记录河南人民情满天山的大
型文献纪录片《天山长路》在郑州举行
启动仪式。

《天山长路》由省政府驻新疆办事
处策划拍摄，该片将通过全景扫描、微观
聚焦的形式真实记录河南人民援疆历
史，讲述河南援疆人真情援疆故事，展现
豫疆两地合作成果和深厚情谊。《天山长

路》共分八集，分别为《跨越时空的对话》
《大漠洗礼》《不悔青春》《第二故乡》《无字
丰碑》《阳关的诱惑》《天山作证》《长路无
尽》，每集40分钟左右，今年年底制作完
成后，将在电视、网络等媒体平台播出。

省政府驻新疆办事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片的摄制不仅可以增进两地
文化交流合作、促进民族团结，也会把
河南援疆人精神传遍神州大地，激励
广大中原儿女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新篇章不懈奋斗。③9

“河南客户愿意尝试新技术”

“星环科技布局郑州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我们发现近几年河南市场的
业务量提升很快。河南的客户比较愿
意尝试新技术，大家敢于创新，愿意创
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孙元浩告诉记者，公司对河南大数据
产业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郑州区位优势明显也是星环科技
考虑的一个因素，“如果出现技术问
题，我们必须在三四个小时内赶到现
场为客户提供服务。”孙元浩说，郑州
高铁网的便利，决定了公司要在此成
立一个重要的技术支持中心。

孙元浩表示，星环科技进驻郑州
后，将发挥区域总部中心优势，结合郑
东新区智慧岛大数据试验区的资源实
力，逐步打造以郑州为核心，辐射华中
地区的高新技术生态圈。

用新技术为企业赋能

星环科技的技术产品主要覆盖了
大数据、人工智能核心平台和企业级

容器云计算三个领域，该公司曾先后
被评为“全球最具有前瞻性的数据仓
库及数据管理解决方案厂商”和“中国
大数据市场领导者”。

孙元浩告诉记者，针对不同的应
用场景，很多企业使用了不同的技术
架构，星环科技可以提供一站式的计
算平台来取代混合架构。此外，在数
据的实时处理速度、解决数据的多样
性方面，星环科技也具有领先优势，可
以极大地提升企业的数据处理能力。

“我们曾服务国内某股份制银行，
将其传统数据仓库迁移到大数据逻辑
数据仓库后，企业数据应用的总体硬
件投入成本仅为原来的十分之一。”孙
元浩说，让企业更为惊喜的是这样做
还大大提升了系统效率，使大数据批
处理的时间从原来的 4至 5小时降至
10分钟以内。

据介绍，近几年，星环科技的产品
已经在河南省的金融、邮政、轨道交通
等多个行业应用落地，培育了一批优
质客户。

为河南培育大数据人才

伴随星环科技郑州子公司落地
的，还有星环大学河南分院。“当前国
内大数据人才缺口高达 150万人，所
以我们非常重视大数据人才培养。”孙
元浩说，星环科技结合自身在各行业
的上千个案例，积极与国内高校合作
建设大数据学科和专业，重点培训学
生的实战经验，同时也帮助客户培养
大数据应用开发人才。

孙元浩表示，星环科技将在郑州
及华中地区加大推进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人才培养、课程开发、实验室建设、
人才认证标准制定等工作，打造产学
研一体化创新生态机制，全面为地方
大数据产业提供智力支撑，为河南经
济发展赋能。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964 年，
郑州市东北郊的柳林镇大河村发现一
处仰韶文化时期古村落（聚落）的遗
存，距今5000多年前的先民已经住上
了有套间的“豪宅”，震惊考古界，被公
认为“天下第一屋”。这座原址保护展
示的“房屋”，如今正在进行出土数十
年后的首次试验性“本体加固”工程。

3月 21日，记者在大河村遗址博
物馆仰韶文化房基遗址展厅看到，这
是一组两面坡式的排房建筑，占地约
50平方米，四个房屋东西排列，其中
一间是“套间”。现场，有 3名科研人
员正在残垣断壁的仰韶房基前小心翼
翼地作业。“对于房基表面存在的碎
裂、脱落以及积尘、粉化物等问题，科

研人员还要借助毛刷、竹刀等工具手
动清除，他们的一举一动稍有不慎就
可能对房基造成损害。”大河村遗址博

物馆馆长胡继忠说。
据了解，此次仰韶房基的保护加固

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并在国
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支持下，
由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联合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编制方案，组建了顶尖的文物
保护技术人员团队，保护工作预计将历
时一年。在此期间，科研人员将采用与
房基墙体相符合的传统材料、工艺或先
进技术，对红烧土墙体的病害进行分析
和治理，减缓风化破坏速度，并建立和
完善对应的房基保存环境监测系统。

胡继忠表示，在对仰韶文化时期
红烧土研究和保护方面，目前在国内乃
至国际上尚无成功案例，相关研究也极
少，实属挑战。“由于文物的发掘和保护

往往具有不可预见性，我们试水这种全
新保护模式将填补红烧土遗址保护的
技术空白。整个过程将进行全方位的
科学记录，为全国范围内的红烧土房基
的保护提供详细资料。”胡继忠说。

日前，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专门已
邀请了多位省内外专家研讨评估前期
试验成果。专家认为，该保护工程修
复技术路线合理，修复工艺与材料选
择得当。鉴于红烧土遗址本体加固保
护目前尚无先例可循，应建立专家全
程追踪咨询服务机制，对切实做好保
护工程，探索建立红烧土遗址保护理
论体系等具有积极作用。③5
（图：科研人员正在进行修复工作。②42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供图）

□人民日报评论员

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教育工作的

根本保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地位，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学校教育管

理全过程，是我们党领导教育事业的一

条重要经验。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强调了党的领导

对做好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

性，提出了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领导的明

确要求，为新时代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作出了重要部

署、明确了工作任务。

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

命线，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全面加

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党组织把思想

政治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教育和思政课

建设取得显著成就。要把思政课办得越

来越好，就必须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

领导，着力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首

先就要深化思想认识。培养什么人，是

教育的首要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强调的：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

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

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

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

鲜明、毫不含糊。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

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铸魂育人。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牢

牢掌握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权，加强党

对思政课建设的思想政治领导，才能确

保学校思政课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确

保学校用科学理论培养人、用正确思想

引导人，培养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就要

明确责任、落实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

各级党委、学校党委提出了明确要求，必

须落到实处、落到细处。对于各级党委

来说，就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摆上

重要议程，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

问题，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

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党委统一领

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推动形成

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

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

好氛围。对于学校党委来说，就要坚持

把从严管理和科学治理结合起来，学校

党委书记、校长要带头走进课堂，带头推

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配

齐建强思政课专职教师队伍，建设专职

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

思政课教师队伍。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

的领导，还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

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完善课程体系，

解决好各类课程和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

题。惟其如此，方能为思政课建设提供

根本保证，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立 德 树 人 关 系 党 的 事 业 后 继 有

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不管什么时

候，为党育人的初心不能忘，为国育才

的立场不能改。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对思政课

建设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培根铸魂，

我们就一定能培养好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亿万人民的伟大

梦想筑牢坚实基础。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就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洪水灾害

习近平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就莫桑比克、津巴布韦、马拉维遭受
强热带气旋灾害

习近平向三国总统致慰问电

记录援疆历史 展现豫疆情谊

纪录片《天山长路》在郑启动

用大数据技术赋能河南发展
——访星环科技创始人兼CEO孙元浩

□本报记者 尹江勇

党的领导是思政课建设根本保证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

4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大幅下调

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房基进行首次试验性“本体加固”工程

专家“会诊”天下第一屋

3月 21日，初春的色彩装扮了宝丰县山区的田野，该县观音堂乡农民在桃花、油菜花、麦苗相伴的田间
除草，蝶、蜂飞舞，田野的花草芳香让人陶醉。⑨6 本报记者 陈更生 张建新 摄希望的田野

3月 20日，在日本东京，东京奥运会圣火传递大使、日本柔道名将野村忠宏
（右）与火炬设计师吉冈德仁在发布会上展示火炬样式。火炬造型的灵感源自樱
花，颜色为“樱花金”，火炬顶部设计成花瓣状。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3月 21日电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 21日联合发
布公告，宣布今年空前力度的增值税税
率下调将于 4月 1日正式启幕，并公布
了一系列深化增值税改革的配套举措。

根据三部门发布的《关于深化增值
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从 2019年 4
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
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此外，纳
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 10%扣除率
的，扣除率调整为 9%。纳税人购进用
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
农产品，按照 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
税额。

公告称，从 2019年 4月 1日起，适
用 16%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6%的出
口货物劳务，出口退税率调整为 13%;
原适用 10%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0%

的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退税
率调整为 9%。同时，适用 13%税率的
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为
11%；适用 9%税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
境退税物品，退税率为8%。

公告明确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将
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范围，同时
将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由
目前分两年抵扣（第一年抵扣 60%，第
二年抵扣 40%），改为一次性全额抵
扣。此外，自 2019年 4月 1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
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
计10%，抵减应纳税额。

公告同时明确，自2019年 4月 1日
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
度。符合相关条件的纳税人，可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增量
留抵税额为与 2019年 3月底相比新增
加的期末留抵税额。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