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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粒机收是玉米生产方式
的重大变革，是玉米生产全
程机械化的最后一关，对降
成本、提品质、增强我国玉
米产业竞争力、实现玉米高
质量发展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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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司母戊鼎长期以
来被认为是中国青铜时代最大的青铜
器。10 月 10 日，在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周年之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工作站副站长、研究员何毓灵告诉
记者，在多年的考古中还发现殷商时期
铸造过比司母戊鼎更大的青铜器。

1939年，司母戊鼎由安阳武官村
的村民在耕地中掘出。据中国国家博
物馆公布的数据，司母戊鼎高 133厘
米、口长 110 厘米、口宽 78 厘米，重
832公斤。该器高大厚重，气势雄伟，
纹饰庄重，工艺精湛。“目前所知，司母
戊鼎确定是出土青铜器中最大最重
的。”何毓灵说。

经过持续 90余年特别是近 20年

的发掘，考古学家基本摸清了殷商手
工业作坊的布局，对铜器、玉器、骨器、
陶器等的生产技术有了更深入的研
究。何毓灵透露，目前有充分的证据
表明，司母戊鼎不是殷商时期铸造的
最大的青铜器。

自盘庚迁殷到商纣王被灭，殷墟
作为商代晚期都城旧址，历经八代十二
王，250余年。商周时期，青铜礼器是等
级、身份的象征，“唯器与名，不可以假
人”。按当时的礼制来讲，国王的鼎应
该比其王后的鼎要大，只是殷墟王陵大
墓自西周时期开始就屡遭盗掘，周武
王灭商后就曾把象征王权的九鼎迁到
洛阳，现在殷墟王陵几乎空无一物，自
然也就发掘不到象征商王权势与地
位、且比司母戊鼎更大的青铜器了。

但从殷墟青铜器铸造作坊中，考
古专家们发现了线索。在殷墟苗圃北
地铸铜作坊内，发现一件浇铸使用过

的鼎范残件，经测算，其成品铜鼎的口
部长度为 117厘米，口宽不小于 80厘
米，分别比司母戊鼎多 7 厘米和 2 厘
米。这一尺寸显然略大于司母戊鼎的
实测尺寸。同样，在殷墟附近的孝民
屯铸铜作坊，考古队员还发现 1件青
铜器的圆形铸件，很可能是 1件铜圆
鼎的内范。测量表明，其口部直径可
达158厘米。“这是目前所见商代青铜
器中直径最大的圆形青铜器。”何毓灵
解释。同样在孝民屯铸铜作坊，考古
专家还发现一件用于铸造青铜鼎足的
陶模，其直径也大于司母戊鼎足直径。

“这些证据充分说明，殷商时期曾
经铸造过比司母戊鼎更大、更重的青
铜器，这也是当时礼制的需求。”何毓
灵说。③8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付依
潼）今后，患有儿童血液病和恶性肿瘤
的患儿在我省将得到集中救治和规范
管理，就医流程也会更加便捷。记者
10月9日从省卫健委召开的“儿童血液
病和恶性肿瘤救治”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我省确定了 10种儿童血液病和恶
性肿瘤首批救治管理病种，完善诊疗体
系、实施定点救治、提高保障水平。

这 10种病种分别是：再生障碍性
贫血、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血友病、
噬血细胞综合征等 4种非肿瘤性儿童
血液病，以及淋巴瘤、神经母细胞瘤、
骨及软组织肉瘤、肝母细胞瘤、肾母细
胞瘤、视网膜母细胞瘤等 6种儿童实

体肿瘤。
由于儿童血液病和恶性肿瘤在诊

疗过程中会涉及多个环节、多个学科
或医疗机构，往往造成患者辗转多地
就医、看病费用高等情况。在明确救
治病种的基础上，省卫健委确定了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儿童医
院、河南省肿瘤医院和河南科技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等 4所医院为省级儿童
血液病定点救治机构；组建三个跨医
疗机构的儿童实体肿瘤诊疗协作组，
涉及 9家医疗机构；成立“河南省儿童
血液病恶性肿瘤（实体肿瘤）医疗救治
专家委员会”，让患儿得到高效、精准、
规范、及时的诊疗服务。③4

本报讯（记者 孙静）随着消费品
质的提升，人们对吃的要求更高，就餐
前或等餐时想看一看后厨是否干净，
制作是否规范，如今这个愿望通过手
机就能实现。10月 10日，记者从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今年以来，我省大
力实施“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截至
目前，全省已有近 2万家餐饮单位通
过“舌尖安全网”实现后厨实时“直
播”，消费者可全程观看食品制作情
况。

“手机下载‘舌尖安全网’客户端，
打开以后在搜索栏里输入你想查看的
饭店、食堂等餐饮单位的名称，就能看
到后厨的实时画面了。”省市场监管局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舌尖安全网”覆
盖的餐饮单位包括了大中小饭店、学
校及幼儿园食堂、职工食堂、高速服务
区以及食品生产加工车间等。

记者尝试打开了郑州市郑东新区

实验幼儿园的页面，点击“看后厨”，发
现共有 4个摄像头，分别实时播放着
操作间、留样间、集中清洗消毒间等后
厨画面，工作间台面、地面的整洁度及
工作人员的操作方式等均清晰可见。

据介绍，今年以来，我省大力实施
“智慧监管”，依托视频技术，推动各类
餐饮供应者的“明厨亮灶”建设从厨房
透明展示、实施公众开放日等方式向
开展视频实时直播过渡，通过可视化
进一步揭开后厨的“神秘面纱”，不断
提升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监督意识，推
动餐饮单位更加自觉地遵守食品安全
要求。

“目前全省餐饮供应者的加入热
情很高，每天平均有 200家餐饮单位
加入‘直播’。我省不少地方也出台了
相关要求，推动更多餐饮单位履行主
体责任，增强自律，让人民群众吃得更
放心。”该负责人表示。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10月 10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通往郑州
市主城区最近的收费站——京港澳高
速航空港区北收费站正式开通。

航空港区北收费站，位于航空
港区西北部，新建洪泽湖大道（双湖
大道）与京港澳高速交会处，采用 8
进 15 出共 23 条收费车道，是目前郑
州周边最大的收费站。经郑州机场
高速（S1）、京港澳高速（G4）往返航
空港区北区，可经此站上下高速，不
仅交通成本大为降低，也会更加方
便快捷。

“该收费站开通后，可有效缓解机
场互通交通压力，航空港区北部居民
去往郑州主城区的距离将缩短 10公
里，大大方便群众出行。”省收费还贷
高速公路管理中心主任尹如军说。

航空港区北站开通后，即对豫 A
牌照且安装有 ETC 设备或持有 ETC
非现金支付卡的小型客车（7 座及以
下），实行免费通行政策。值得注意的
是，车辆只有在包括郑州周边的圃田
站、新郑新区站等共 39个收费站范围
内任意两个站点上下高速，才不收取
通行费。③4

本报讯（记者 陈辉）记者 10月 8
日从省工信厅获悉，2019 年全国“质
量标杆”典型经验遴选结果日前公布，
46项典型经验被评为2019年全国“质
量标杆”，我省有 5项入选，入选数量
居全国第二位。这是自工信部 2012
年开展“质量标杆”创建活动以来，我
省荣获全国“质量标杆”称号单位最多
的一次。

受工信部委托，中国质量协会
组织专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行业
协会推荐的“质量标杆”经验进行了
评 审 ，最 终 认 定 46 项 典 型 经 验 为
2019 年全国“质量标杆”。其中，我
省“河南阿尔本制衣有限公司基于
AQRCIS 系统实现服装定制的实践
经验”“河南银金达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基于‘绿色、智能、信息化’融合
发展的质量创新经验”“濮阳市鹏鑫

化工有限公司实施以绿色化和信息
化 为 特 色 的 质 量 创 新 模 式 实 践 经
验”等 5 项经验被认定为 2019 年全
国“质量标杆”。

近年来，我省积极开展“质量标
杆”进企业活动，引导企业广泛推广
先进质量管理经验和方法，争创省级
和国家级“质量标杆”。截至目前，
我省共有 18家企业的典型经验荣获
全国“质量标杆”称号，164 家企业的
典 型 经 验 被 确 定 为 省 级“ 质 量 标
杆”。③9

□本报记者 曾鸣 刘红涛
实习生 王佳鑫

玉米是我国重要粮食作物，在保
障粮食安全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加快
推进玉米籽粒机收，实现生产全程机
械化，是我国玉米生产方式转型升级、
增强玉米产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10
月 8日，2019年国家玉米良种重大科
研联合攻关暨籽粒低破碎机收技术现
场活动在舞阳县举行。

在舞阳县莲花镇活动现场，9 个
玉米籽粒机收代表性品种成熟待收，
11 辆联合收获机整齐排列在田间。

“选育优质机收品种、采用高效栽培模
式，再加上先进的收获、烘干技术，玉
米籽粒机收势在必行，品种更新换代
时机已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
张合成信心满满地说。

漯河地处黄淮海平原，位于我国

夏玉米生产的主要区域之一。目前，
黄淮海地区小麦已基本实现全程机械
化，而玉米仍以人工或机械收穗为主，
收获后运输、晾晒、脱粒等环节费工费
时，生产成本因劳动力价格上涨不断

升高。而且，玉米收获后由于用工紧
张或阴天下雨晾晒不及时，极易发生
霉变。

“黄淮海地区快速推进农机农艺
的结合尤为迫切。培育一批适宜各生
态区籽粒机收的品种，关键在于研发
一批适宜不同地形和籽粒收获的机
器，重点在于集成一批良种良法配套、
农艺农机融合、烘干能力匹配的玉米
籽粒机收技术体系和生产模式。”河南
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副所长
刘京宝说。

针对我国玉米籽粒机收现状，农
业农村部于 2014年启动了国家玉米
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工作，研发集
成了黄淮海玉米小麦双机收生产技术
体系和生产模式，并在华北、黄淮海等
地区建立示范基地。此次活动是对近
年来黄淮海地区玉米良种攻关和籽粒
低破碎机收技术成果的一次“大检

阅”。来自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业科学
院、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及玉米
种子企业、农机企业的代表共 200多
人，现场观摩了玉米高效生产样板。“好
品种配好机器，你看，这个玉米籽粒收
获后多干净！”伴随着机器轰鸣，金灿灿
的玉米粒从联合收获机中倾泻而出，不
少与会人员由衷地赞叹。

“籽粒机收是玉米生产方式的重
大变革，是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最
后一关，对降成本、提品质、增强我国
玉米产业竞争力、实现玉米高质量发
展有重大意义。”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主任刘天金说。

专家们一致认为，玉米良种联合攻
关要紧紧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继续聚焦籽粒机收攻关目标，加快培
育推广绿色生态、优质安全、多抗广适、
高产高效的玉米新品种，实现优良品种、
高效栽培、先进农机融合发展。③4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郭勇睿 孙原野 李汉林

重阳时节，在漯河市源汇区问十
乡宋庄村的文化广场里，几位老人听
着戏，聊着天。而在去年，这里还是一
个臭水坑。

村民李付珍告诉记者，村里的事，
原来不公开不透明，村民们经常上访
告状。自新的村“两委”组建后，村里
大力推行“阳光村务”，大小事都按规
矩办，从修路打井、评贫困户低保户，
到买水买笔，都张榜公布，让大家监
督。群众非常信任新的村领导班子，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短短一
年时间，昔日的软弱涣散村就变成了
周边人羡慕的明星村。

“阳光村务”的基础是漯河市在郾
城区率先探索的“阳光三权”建设，即

对村级权力实行“明权清单化、用权规
范化、监权透明化”。2017年，漯河市
统一梳理出 10大项 32小项村级组织
权力清单，并统一绘制村级组织权力
事项流程图，要求全市所有行政村严
格按流程决策办事，接受群众监督。
工作过程中，该市还大力推行“三有一
码”信息公开机制，即村有公开栏、组
有明白墙、户有明白卡、扫二维码知村
事，让“阳光村务”家喻户晓。

推行“阳光村务”，规范是重点，公
开是手段，监督是关键。除了加强党内
监督、部门监督、群众监督，漯河市在制
度设计上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
专职就近监督作用，规定村里的各项财
务开支必须经过村监委会审核把关签

字。舞阳县舞泉镇中心街村监委会不
仅对村组的账目进行监督审核，在去年
的低保户重新认定中也严格把关，村里
低保户由原来的68户 105人缩减到9
户13人，没有出现一例上访。

经过强力推动，如今大到经济发
展、村庄规划，小到低保申请、盖章用
印等，全程公开接受监督，已成为漯河
市所有村（居）的基本遵循，从而有效
解决了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最后一
公里”问题。据统计，漯河市、县两级
纪委近年来收到的涉及乡、村两级新
发生的信访量和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线索逐年减少，仅今年上半年就同比
下降25.9％。

在突出抓好“阳光村务”建设的同

时，围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干部在
阳光下工作、群众在阳光下监督、地
方在阳光下发展”的目标，漯河市统
筹推进“阳光政务”“阳光党务”“阳光
司法”建设，创新推动“阳光民生”建
设，建成了可随时查询信息、投诉举报
的“阳光漯河网”，形成了较为系统的

“阳光漯河”建设格局，一个“权责清
晰、程序规范、科学高效、公开透明、监
督有力”的基层权责运行体系正在漯
河市逐步形成。

“建设‘阳光漯河’，旨在完善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漯河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杨骁说，
漯河市正在开展“阳光漯河”建设规范
提升年活动，努力走出规范权力运行、
提高监督实效、遏制腐败蔓延、深化标
本兼治的新路子。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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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今年“质量标杆”数量创新高

全省近2万家餐饮单位后厨上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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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儿童血液病和恶性肿瘤救治更便捷

这10种儿童大病纳入救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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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漯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纪监中原行

考古专家透露，有实证表明

殷商能造比司母戊鼎还大的青铜器

10月 10日，中原油田地面工程抢维修中心安装维修第一项目部在进行井口安装和管线焊接施工。当前是油气生产黄金季节，该中心完善区域协调和应急
抢险机制，确保工作无缝对接、生产高效运行。⑨3 马洪山 摄

10月 10日，焦作市解放区民生街社区志愿者在发放便民服务箱。近日，该
区为辖区的400个居民楼院添置了1500余个便民服务箱，并定期更换、补充新
物品，以方便群众使用。⑨3 李良贵 摄

鼎范残件经测算，其成
品铜鼎的口部长度为
117 厘米，口宽不小于
80厘米，分别比司母戊
鼎多7厘米和2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