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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近日，“升
级版”的郑州市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
物馆正式开馆亮相。

古荥汉代冶铁遗址既是世界文
化遗产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附
属遗产，同时也是我国因黄河而生、
依黄河而兴的重要手工业遗存，是古
荥大运河文化片区重要展示节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
时指出，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
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
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
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郑州市惠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古荥
大运河文化区在规划策划之初，就深
入挖掘并充分体现了黄河文化、黄河
元素。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陈
展提升工程，对于展示中华文化发展

的文化成果、科技成果等历史轨迹，
展示黄河文化和大运河文化，提升和
展示郑州城市形象、促进城市发展有
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7 年以来，该博物馆开展古
荥汉代冶铁遗址基本陈列陈展提升
工程，将陈展面积扩大一倍，展线长
度提升400%，通过遗迹展览、文物陈
列、多媒体重现、VR互动等方式，全
方位、多层次展现了古荥汉代冶铁遗
址的规模、价值和内涵。

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介绍
说，考古发掘表明，古荥冶铁遗址是
汉代国家盐铁专营时期河南郡第一
冶铁工场，其冶铁炉是目前我国发
现的西汉中晚期容积最大的炼铁
炉，是当时最先进的炼铁设备，标志
着我国冶铁铸造技术居于当时世界
领先水平。③4

“升级版”郑州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开馆

全方位多层次讲好“黄河故事”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岳静

跨过白色鹅卵石铺成的玄关，步
入由竹子、落地窗、白墙营造出的新中
式风格大堂，身穿一身淡雅色调旗袍
的老板娘张贵香，正在茶台前给客人
展示茶艺。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
周，张贵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度
过的。

张贵香是土生土长的修武县云台
山镇岸上村人，农家女穿着旗袍把钱
赚，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今年3
月份她的民宿开业后，网络订单异常
火爆，旅游高峰期每间房费达 600
元。“今年‘十一’黄金周我们的收入差
不多有80万元吧。”张贵香说。

十几年间，从普通农家乐，到初成
规模的家庭宾馆，再到高品质的民宿，
张贵香在自家宅基地上书写了一段传

奇。
1996年，眼看着旅游业兴起，张贵

香夫妇在村口搭起棚，系上围裙卖起
手工面，一个小小的棚子虽然简陋，但
让山里人看到了希望。几年后，来云
台山的游客越来越多，看到商机的张
贵香把自家的大瓦房简单整理后，开
办起了农家乐：每个房间一个大通铺，
能躺五六个人，条件的确一般，不过一
张床位一晚也能挣十几块钱。到了
2002年，张贵香又将农家乐改建成家
庭宾馆，拥有 30多个独立卫生间的标
准间干净整洁，一年能收入 30 多万
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然而，近几年来，随着周边家庭宾
馆的迅猛扩张和游客消费体验的不断
升级，张贵香发现家庭宾馆生意日益
冷清。就在她一筹莫展时，县里送来
了“药方”：转型升级，发展精品民宿。

2018 年，张贵香参加了县里组
织的民宿从业人员培训班，随后又到
江浙等地学习民宿发展经验。“精品
民宿一间房抵得上自己十几间房的
价格，原来家庭宾馆还能这么干！”外
出学习让张贵香大开眼界，她请来郑
州一家设计公司，借助政府提供的低
息贷款，开始对自己的家庭宾馆升级
改造。今年 3月，一座以竹林元素为
主的新中式风格高端民宿建成，一个
普通农家乐实现了自己的“文艺复
兴”。

据了解，截至今年 7月，修武县已
建成 6个民宿集群和村落、27家精品
单体民宿。而该县民宿产业规划显
示：到 2019 年年底，全县将培育乡村
特色民宿示范村（或项目）8个，乡村特
色民宿示范点（户）60家，年综合营业
收入突破1亿元。③4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记者从10
月 9日举行的中国开封第 37届菊花
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期 1个
月的开封菊花文化节将于10月 18日
开幕。

开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付磊
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菊花文化
节将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为主线，以“奋进七十年·出彩开
封城”为主题，举办一系列异彩纷呈
的文化、体育、经贸交流等活动。

突出群众性。本届菊花文化节
的主要活动将在宋都皇城旅游度假
区举办。花会将布展菊花 310万盆，
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菊文化、宋文
化及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打造
既有时代气息又具开封特色的菊会
盛宴；届时还将举办“千菊进万家”

“夜游赏菊”等活动，让游客饱览菊花
芳姿。

突出文化性。菊花文化节期间，
开封将举办第四届两宋论坛等系列
活动，举办国际精品菊花展等一系列
与“菊”有关的文化活动。

突出国际性。本届菊花文化节
期间，开封将举办金犀奖·首届中国
（开封）国际动漫节，金犀动漫特展等
精彩活动将在开封市博物馆新馆展
出。

突出市场性。菊花文化节期间，
开封将举办系列经贸交流活动，如

“百名客商河南（开封）行”市情说明、
项目推介暨签约仪式、各县区招商推
介会等活动，围绕河南自贸试验区开
封片区、“8+1”产业链向国内外企业
进行招商推介。③8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10 月 9
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
悉，我省印发《关于调整 2019年伤残
津贴等工伤保险待遇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决定对伤残津贴等工
伤保险待遇进行调整。此次待遇水
平调整自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补
发待遇将于 12月底前发放到相关人
员手中。

哪些人可以享受新待遇？新待
遇有啥标准？该厅相关负责人作了
解答。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开始享受
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
恤金的工伤人员或因工死亡人员供
养亲属，都在此次调整范围内。

伤残津贴调整如下：伤残 1 级
每人每月增加 210 元，伤残 2 级每
人每月增加 200 元，伤残 3 级每人
每月增加 190 元，伤残 4 级每人每
月增加 180 元，伤残 5 级每人每月
增加 170 元，伤残 6 级每人每月增
加 160元。

此次供养亲属抚恤金实行定额
调整，增加额度为100元(孤寡老人或
孤儿为120元)。1996年 9月 30日前
发生的工伤，伤残津贴和供养亲属抚
恤金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
另行增加10元。

生活护理费方面，2019年 1月 1
日后新发生工伤人员的生活护理费
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
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 3
个不同等级支付，其标准分别为全省
上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

资的 50%、40%、30%。2019年 1月
1日前已经享受生活护理费的工伤人
员，原统筹地区上年度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月平均工资低于全省上年度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按照
全省上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
均工资核算。

工伤人员住院治疗工伤期间的
伙食补助费标准，按照医疗地不同，
分为两个档次，直辖市、副省级城市
和省会城市为25元/天/人;其他地区
为20元/天/人。③8

我省再提高工伤保险待遇

伤残1级每人每月增210元

-----伤残1级-----

每人每月增加210元

-----伤残2级-----

每人每月增加200元

-----伤残3级-----

每人每月增加 190元

-----伤残4级-----

每人每月增加 180元

-----伤残5级-----

每人每月增加 170元

-----伤残6级-----

每人每月增加 160元

中国开封第37届菊花文化节将于10月 18日开幕

一口气览尽菊花芳姿
一个农家乐的“文艺复兴”

卢氏县山区，一条条柏油路、水泥路穿山越岭，连村接寨（10月8日拍摄于卢氏县沙河乡周家村）。2016年以
来，卢氏县累计投资20.1亿元，实现全县352个行政村全部通驶客车，2928个自然村全部实现道路硬化，为当地
整体脱贫攻坚发挥了巨大的先行作用。⑨3 程专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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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困 救孤
2019年8月18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

进行第2019096期开奖，当期开出红球号码为
05、07、12、18、27、32，蓝球号码为11。当期全
国共开出一等奖48注，河南3注，花落郑州、洛
阳、安阳三地，单注奖金额539万元。

据悉，我省这3注双色球大奖分别出自郑
州市 41010825 号投注站、洛阳市 41530616
号投注站、安阳市41550254号投注站。截至8
月23日，双色球2019096期我省中出的3注大
奖已兑付2注（出自安阳、洛阳），剩余1注出自
郑 州 的 大 奖 始 终 未 兑 付 。 出 自 郑 州 市
41010825号投注站的这注双色球彩票，投注
方式是复式 7+1，投注金额 14 元，中奖金额
541万元。

9月 25日省福彩中心在“河南福彩”微信
公众号发出了寻找大奖得主的推文。10月 8
日上午，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省福彩
中心兑奖厅终于迎来了这位来自郑州的大奖
得主李先生，此时距离8月18日开奖日已经过

去了50天。“终于等到你！您可算是来兑奖了，
我们都等您好久了，还担心您错过兑奖信息
呢。”兑奖厅工作人员对前来兑奖的李先生
说。“的确是大意了，买完也没有看，这也是才
发现原来自己中奖了，还是一等奖。”李先生笑
容满面。据了解，李先生是一位80后老彩民，
一直有购买中国福利彩票的习惯，谈及此次中
奖经历，李先生感慨道：“其实我一般也都是机
选的号码，那天我就是觉得蓝球一定要买11，
我就让彩票站销售人员给我机选复式7+1，只
要蓝球是11，我就要这组号码。其实真的没想
到自己会中奖，开奖后一直也没有看自己的奖
票，隔了这么久才发现自己中奖了，今天就赶
紧来咱省福彩中心兑奖了。真的是太幸运，太
开心了。”兑奖后，李先生表示今后会一如既往
地支持中国福利彩票，支持国家公益事业。

好运福彩乐不停！奉献爱心，收获喜悦，
也许下一个收获大奖的就是你！

河南福彩温馨提示：理性购彩，好运相伴！

终于等到你! 时隔50天
2019096期双色球一等奖得主终现身

经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转让洛阳市洛龙区帝都国际城
17幢 1-104室、洛阳市西工区王城御
府 1幢 01-2701室、新乡新区辉龙阳
光城怡苑D区36号楼西6单元2层西
户及新乡新区辉龙阳光城怡苑 D 区
36号楼 1层西数14号房房产，现公开
征集意向受让方。

一、交易机构：河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二、转让方：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有限公司

三、转让标的：见右表
其他要求：保证金10万元/套
公告期限：2019 年 9 月 27 日至

2019年 10月 16日
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

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371-66285738
转让方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371-65795683
有关公告更详细的情况，请登

录 ：http://www.hnggzy.com/hn-

sggzy/jyxx/002003/002003001/
002003001003/查询。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9日

拍卖房产详细信息
房产名称

洛阳市洛龙区帝都国
际城17幢 1-104室

洛阳市西工区王城御
府1幢01-2701室
新乡新区辉龙阳光城
怡苑D区36号楼西6
单元2层西户
新乡新区辉龙阳光城
怡苑D区36号楼1层
西数14号房

建筑面积/㎡
141.32

146.70

147.84

99.08

权证编号
豫（2018）洛阳市不动
产权证10604485号

洛房权证市字第
00053675号

新乡市房权证字第
200942610号

新乡市房权证字第
200942726号

拍卖底价/万元

112.200

111.448

118.272

97.356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房产转让公告

蓝天白云映衬下的民宿。⑨3 本报
记者 陈学桦 摄

山乡公路连村寨

伤残津贴调整如下：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宇
娇）10 月 9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
获悉，包括河南在内的13个地区入选
交通运输部首批交通强国建设试
点。这对支撑我省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和加快中部崛起等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将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易复制
的样本经验。

河南承东启西、连南贯北，交通
区位优势突出，是全国人口大省、农
业大省和粮食生产核心区，是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
纽，在“四好农村路”建设和多式联运
发展方面具备良好的基础条件和较
丰富的实施经验。省人大审议通过
《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从法律层面
明确了市县政府农村公路规划、建

设、养护、管理和资金筹措主体责
任。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方案》等一系

列文件，成功创建国家级“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6个，位列全国第一位。为
加快多式联运发展，河南成立了由省
交通运输厅牵头、17个成员单位参与
的全国首个省级层面多式联运协调
机构，多式联运成为中国（河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五大支撑体系之一，3个
项目入选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省
内开展了两批省级多式联运示范工
程，在全国率先施行高速公路货车差
异化收费政策，在标准规范、信息共
享、装备研制等方面有了创新和突
破，多式联运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

据了解，我省正在抓紧编制交通
强国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力争经过 3
年的努力，实现农村交通条件和出行
环境得到根本改善，基本建成覆盖乡

村、安全畅通、服务优质、绿色经济、
治理有效的农村交通运输体系；经过
5年的努力，基本建成网络连通内外、
运转顺畅高效、标准衔接协同、支撑
保障有力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
代物流体系，把河南打造成全国货物
流通最快最好的多式联运国际物流
中心。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说，下一步
要对标《交通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围
绕支撑乡村振兴、加快中部崛起、服
务中原更加出彩，加快构建安全、便
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力争实现“一流设施、一
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的发展
目标，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可复制可
借鉴的“河南方案”。③4

河南成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将为交通建设提供“河南方案”

·

首批交通强国建设
试点地区名单

辽宁省、江苏省、浙江

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

省、湖南省、贵州省、广西

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重庆市、深圳市、

河北雄安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