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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 加油干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4月 13日记
者获悉，为深入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
保护工作，省文物局日前明确了我省 9
项黄河文化相关重大考古项目，并制定
科学详细的发掘、研究、传播计划。

这 9项重大考古项目是：与夏文化
研究相关的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
禹州瓦店等 3处遗址，与中原地区文明
化进程研究项目相关的灵宝北阳平、渑
池仰韶村、巩义双槐树、郑州大河村、南
阳黄山等 5处遗址，以及与开封宋都古
城保护有关的州桥遗址。“全力做好这
些项目的考古发掘、保护、研究等工作，
是贯彻落实2020年河南省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点的具体
举措。这些项目也是经国家文物局批
复的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省文物局
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今年，针对每一个重点考
古项目都将举办一次公共考古活动，择
机举办一次学术研讨活动，全力做好考
古发掘研究、文物保护、宣传教育等各
项工作，力争把这些项目工地打造成样
板工地。③4

省大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继军在现场介绍，河南
省“健康码”可以“便捷申报、全省通用、跨省互认、动态管理”。

今年 3月 3日，国务院办公厅将河南纳入全国“健康码”
系统工作试点省份。3月 9日，河南省“健康码”上线试运行。
3月 17日，经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省大数据管理局、省卫
生健康委联合印发《河南省“健康码”使用管理办法》，标志着
河南省“健康码”正式上线运行，用于疫情防控期间出行、返
岗、复工、复产、复学。

截至 4月 12日 24时，河南省“健康码”已有 1398万人申
领，累计向国家平台推送我省健康信息数据 3451余万条，并
通过国家平台与31个省区市实现了互认。比如，广东省调用
我省接口查询 300多万次，这意味着持有河南省“健康码”的
300 多万人次赴广东省后无需重复隔离，即可投入生产工
作。河南省“健康码”还与浙江、福建、山东、天津、上海、内蒙
古、黑龙江等省区市建立了健康信息互认机制。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樊迪

4月13日早上6点，内乡县赤眉
镇朱陈村琴溪湖茶叶基地中，茶农们
腰挂采茶的小箩篼，穿梭在茶林间，
欢声笑语唤醒了阳光。手指翻飞间，
片片新芽绿了小箩篼。

“茶友们，现在给大家展示下新
鲜的‘雨前茶’，4万根茶芽才能炒出
一斤成品茶。”评茶员谢欣正在直播。

在疫情的阴影下，如何能让茶
香“飘”千里？“内乡县正积极引导各
大茶叶基地加强线上销售，微信、抖
音、淘宝直播等全面开花。”该县农业
农村局党委书记薛荣志说，线上营销
不仅卖出更多好茶，而且通过茶园直
播把好山好水秀出来，有利于打响内
乡茶品牌。

“茶园春色‘云’上见，方寸之间
溢茶香。茶友们通过屏幕体验采茶、

制茶、购茶乐趣，品尝到琴溪湖春天
的味道。”基地负责人谢建锋笑道，如
今线上销量已远超线下。

家门口务工的马春英已采茶20
多天，每天有 100到 120块钱的收
入。目前，5000多亩的茶园里，200
多名采茶工每日采茶忙，带动了19
户67名贫困户脱贫。

山,因茶而美；人,靠茶而富。
一簸箕摊晾过的茶青倒入炒茶

机，伴着隆隆声，茶香四溢。在该县
乍曲镇双堰村永青山茶叶种植基地，

“网红”脱贫户郑银胜正直播炒制新
茶。

“茶叶改变俺的生活。2016年
来到基地务工后，俺学会了采茶、炒
茶的手艺，一年能挣一万多元，2018
年我就光荣脱贫了，现在正努力致富
奔小康！”郑银胜满心喜悦地告诉网
友。

在双堰村人眼里，最美不过这

方山水。“山下蓄水，山上植绿，空气
好得很。一下起雨，漫山遍野全是
雾，像在仙境里。”采茶人刘小慧正在
直播采茶。20世纪70年代，该村引
进茶树开始试种，留存下来的老茶园
面积达 280余亩。2012年来，该镇
招引农业龙头企业宛西茶业，经过数
年努力，荒坡已是连绵茶园，面积达
6000余亩。

据介绍，近年来，内乡县紧紧围
绕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生态保
护与建设，招引24家农业龙头企业，
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模式流转荒坡地栽茶，眼下，该县
已发展4万余亩茶叶，近3万人受益，
贫困户占比近 10%，实现保护生态
与农民增收共赢。

“良好的自然环境是琴溪湖茶
的最大卖点。”说话间，谢欣将热水冲
入杯中，茶叶舒展，一杯春色韵味
长。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通讯员
沈诚)灵宝苹果甲天下，春光正好
云赏花。4 月 13 日，灵宝市第三
届中国苹果花节以“花开金城 云
上相约”为主题，将诸多线下节会
活动转移到线上，开通“云”直播、

“云”推介、“云”锁客、“云”认养、
“云”签约、“云”赏花……以网上
节会的形式举办更大范围、更多
人参与的苹果花节。

在灵宝市寺河山苹果小镇，
灵宝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纷纷在
镜头前现场为灵宝苹果代言，当
地还特邀技术专家、网红主播走
进鲜花盛开的苹果园，通过直播
带领网友欣赏苹果花海美景。

灵 宝 苹 果 种 植 面 积 达 90 万

亩，年产量 14 亿公斤，总产值 56
亿元，连年稳居全国县级第一位，
拥有国家优质苹果生产基地、第

一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中
国 十 大 名 优 苹 果 等 荣 誉 。 近 年
来，灵宝市创建“一核、一镇、两区
八园”为主的省级灵宝苹果现代
农业产业园，通过政策奖补，目前
规模化种植“金苹果”示范园面积
达 3万亩，扎实推进灵宝苹果高质
量发展。

据 悉 ，本 届 苹 果 花 节 为 期 6
天，安排了云上签约、《定制属于
我的苹果花》H5 互动、线上苹果
优惠秒杀、云上果树认养等丰富
精彩的线上活动。其中，线上苹
果优惠秒杀活动，网友只需在线
支付 1 元，即可秒杀 2.5 公斤灵宝
苹果；云上果树认养活动，网友不
出家门，即可在灵宝苹果树上张
贴自己的专属标签。③5

□本报记者 卢松

4月 13日，2020年全省民政工作
暨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
作会议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全省
民政部门今年在持续加强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的前提下，推出社会救
助、养老服务、规范化社区建设等提高
民生保障质量的措施，保证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道路上，各类困难群众和特殊群
体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农村低保标准高于国家
扶贫标准

省民政厅厅长鲍常勇介绍，去年全
省68.7万农村脱贫人口中，低保、特困
兜底保障了57.2万人，占比83.3%。去
年下拨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00.5亿
元，有力保障了全省367万城乡低保对
象和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

今年，各级民政部门将全面加强农
村低保与扶贫开发的衔接，确保脱贫攻
坚期内农村低保标准略高于国家扶贫
标准。今年1月1日起，我省继续提高
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救助标准，城
乡低保对象月人均财政补助水平分别
由不低于274元、166元提高为不低于
286元、178元，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3倍。

同时，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
制，把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按规
定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救助供养范围，
把符合条件的返贫人口纳入临时救助

范围，防止脱贫群众返贫。大力推行
“互联网+社会救助”，让数据多“跑路”，
困难群众少“跑腿”。探索形成“物质+
服务”的救助方式，更好地兜底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

“一老一小”生活保障更有力

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各级民政部门将抓住全省老旧小
区改造机遇，科学布局，推进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嵌入式养老机构、助餐点、老
年活动室等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今年完
成1000个新建社区（街道）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任务。

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各
级民政部门将完成乡镇敬老院提升改
造安全、清洁、温暖、文化、康复“五大工
程”。推动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县，每
县至少建成一所以失能、部分失能特困
人员专业照护为主的县级供养服务设
施。积极发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
作用，夯实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
障基础。

省民政厅今年安排3000万元奖补
资金，将在全省选择一批智慧养老试
点，加快互联网与养老服务的深度融
合，提高养老服务智能化水平。同时，
全面实施“养老+行业”行动，创新和丰
富养老服务产业新模式与新业态，拓展
旅居养老、文化养老、健康养老等新型
消费领域。

为困境儿童编织关爱之网。各级
民政部门将优化简化审核审批程序，做

好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孤儿家庭
的疫情防控和生活保障，做好因疫情影
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救助保护工
作。稳妥推进“养治教康+社会工作”一
体化孤残儿童区域性养育机构能力建
设，提升孤弃儿童养育水平。健全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加
强基层“儿童之家”建设，提升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机构服务能力，夯实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基础。

新建1000个规范化社区

民生工作“千条线”，抓好社区“一
根针”。今年，全省将新建1000个“一
有七中心”规范化社区，即每个社区都
要有坚强的党组织、民主的自治组织
（居委会）、广泛的社会组织，都要配备
完善的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社区综治服
务中心、社区文体活动中心、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社区儿童服务中心、社区志愿服务中
心，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水平，让
居民生活更便利。

目前，全省共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
织15130个，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格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
各级民政部门将加快发展生活服务类、
公益慈善类和居民互助类社区社会组
织，重点培育为老年人、残疾人、失业人
员等特定群体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鼓
励社区社会组织开展邻里互动等社区活
动，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
公益事业，促进社区和谐稳定。③4

好山好水秀出来 茶农直播富起来

茶园春色“云”上见

“云约”苹果花

4月 13日，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河南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 50 场新闻发布会。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疫

情发生以来，我省充分

发挥大数据“硬核”战

“疫”作用，为助力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

了有力支撑。特别是

河南省“健康码”，目前

已与全国 31个省区市

实现互认，共有 1398

万人申领。

□本报记者 赵振杰

“码”上出行、返岗、复工、复产、复学

王继军介绍，从 1月 26日起，省大数据管理局即牵头成
立了疫情防控数据工作组，搭建全省疫情防控指挥平台和专
项数据库，加强疫情数据汇集、分析和比对，目前共汇聚国家

“互联网+监管”平台、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省交通运输厅、省
税务局等部门以及运营商疫情数据 7000余万条，先后分 70
批报送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为省委、省政府准确研判和科学决
策提供数据支持，助力全面防控。

省大数据管理局对从国家“互联网+监管”平台获取的密
切接触人员信息逐一进行核查，及时将有关数据信息下发给
各地排查，助力精准防控，大数据成为疫情防控的“千里眼”。

同时，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扩散”要求，我省紧急在
省疫情防控指挥平台搭建“外防输入”专区，汇聚比对相关信
息，下发到各地核查，筑牢外防输入防线，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风险。③5

大数据成疫情防控“千里眼”

我省推出“硬核”民生举措

兜牢兜好脱贫攻坚底线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在商代，通
常拿什么来进行祭祀？祭祀的礼仪有
哪些？作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聚落，
济源柴庄遗址最新考古发现中有高等
级墓葬、夯土基址以及牲畜祭祀坑和甲
骨文记载的罕见人祭遗存，为研究商周
时期社会形态及礼制提供重要的实物
资料和学术价值。

“当前，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具呈
跪姿、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的人祭遗存，
其形态能够跟甲骨文记载对照，在全国
实属罕见。”4月 13日，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济源柴庄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梁法
伟向记者展示济源柴庄遗址考古发掘
照片时说，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
记载有“社、示、坛、坎”四类祭祀活动，
其中的“坎”，指的就是将人或是牲畜放
在坑中祭祀的方式。

梁法伟说，人祭在商代是一种十分
普遍的现象，在殷墟、郑州商城以及偃
师二里头和偃师商城等夏商遗址中都
曾发现有不少人祭遗存，但多为躺姿，
或是完整人骨，或只有身体的某一部
分。

值得关注的是，该处遗址还发现了
晚商时期排列有序、呈南北向的高等级
墓葬、夯土基址、祭祀坑等。高等级墓葬
旁边还发掘了一处房址，但周边发掘区
域却少见人类日常生活痕迹。考古发掘
现场负责人王豪推测，这可能与《周礼·
春官》中记载的掌管墓地的“冢人”有关，
或许在商代就有“冢人”的存在。

另外，在北区墓葬南侧还发现有建
造考究的水井，约9.7米深，上部有夯土
井台。从发掘情况看，未发现和取水相
关痕迹。“既然不是取水用，那是不是具
有冷藏的功能？按照文献记载，周代贵
族的祭祀或宴会，盛夏时，无论肴馔还
是饮料，都要用冰块来加以冰镇。”王豪
说，一般文献记载都是后世记载，那么
是否在商代就有了“藏冰”“用冰”风俗
呢？他们是否将水井作为“冰窖”，冬天
将冰块储存起来，等到夏天时拿出来使
用？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将朝着这
个方向进行论证，对当时社会礼制及整
个墓葬制度深入研究。

柴庄遗址位于济源市天坛路街道
办事处柴庄村。2019年 3月起，为配合

济源市延庆外国语学校、商住楼等两个
基建项目，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
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6000 平方米。
经调查和勘探确认，柴庄遗址是一处面
积达 30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代晚期至西
周早期的聚落遗址。

“这个项目可以说实现了考古发掘
保护和基本建设的‘双赢’。”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介绍，柴庄遗址北
依太行山，南临黄河，是商王朝经略晋
南的要地，是文献记载的周伐商的必经
之地。目前，该遗址延庆外国语学校部
分已进行原址保护，商住楼项目的建筑
用地改为文化用地，将来可能建成考古
遗址公园惠及广大百姓。③5

内乡县借力“云”平台，拓宽茶农交易渠道，蹚出一条“云”上扶贫新路子，助推广大贫困群众依托“云端”跑出
脱贫致富“加速度”。⑨3 樊迪 摄

济源柴庄遗址发现罕见人祭遗存
商晚期或有“冢人”“冷藏室”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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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明确9处黄河
文化重大考古项目遗址航拍图⑨3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苹果花盛开⑨3 王雪红 摄

乘客在郑州地铁入口扫码登记个人信息。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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