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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绿扬

在国内疫情形势严峻的时期，我
省国际友好城市、境外友好组织和友
好人士、海外华侨华人纷纷伸出援助
之手，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支持河南疫
情防控工作。

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友城的状况
也时刻牵动着中原儿女的心。“病毒无
国界，环球同凉热。面对疫情，我省积
极加强国际合作，与国际友城伙伴们携
手战‘疫’、共渡难关，为他们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省委外办主任付静说。

千里驰援 守望相助

“捐赠这么多口罩！太感谢了！”
“非常感谢！”4月 17日，日本三重县
政府官方推特发布一则内容为“中国
河南省向三重县捐赠 5万只口罩”的
信息，几小时内就获得日本网民数百
次点赞与转发，许多网友更是通过留
言向来自河南的援助表示感谢。

我省与三重县缔结友好省县关系
已35年。多年来，双方通过互访以及
在教育、文化、经济、技术等领域的广泛
合作，建立了深厚情谊。面对日本日益
严峻的疫情形势，省政府联合爱心企业
向三重县捐赠5万只医用外科口罩，有
效缓解了当地医疗物资短缺的状况。

友情无国界，天涯若比邻。随着
医疗物资产能产量不断增长，全省各
地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也向国际
友城提供物资援助，为当地送去温暖
和希望，传递信心和力量。

省政府联合爱心企业向卢森堡等
友好国家以及韩国庆尚北道和大邱
市、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州、比利时瓦

隆大区、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南非西北
省和林波波省、意大利普利亚大区等
友好省州、国际友好城市捐献N95口
罩、医用外科口罩、防护服、医用手套、
额温枪、护目镜等物资，驰援国际战

“疫”一线。
洛阳市驰援友城日本冈山市和韩

国光州广域市共计 4万只医用口罩，
用实际行动感谢友城在洛阳疫情防控
关键时期给予的援助。

接到友城匈牙利珍珠市发来的求
助信后，漯河市及时捐赠了当地急需
的 2万只医用防护口罩，纾解了友城
的燃眉之急。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甄
林）“以前做配套加工，最多只能做其
中 4道工序，材料、技术、机器都是上
游企业的，我们哪有话语权！”4月 24
日，商丘金振源电子有限公司厂务部
课长袁文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以
往被上游企业“卡脖子”的事记忆深
刻。

受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企业订单量锐减。复工复
产期间，该企业获得河南省先进制造
业发展专项资金智能化改造补贴
371万元、睢县财政补贴700万元，累
计投资 1亿多元进行工业 4.0智能化
整体改造和新产品研发。完成新旧
动能转换后，该企业今年 3月份一个
月的产值就达到 6000 万元，超过了
去年上半年的总和。

在睢县产业集聚区，许多做外贸
加工的制鞋企业，复工复产后生产的

第一批产品就因疫情影响出口受阻，
一时陷入困境。

普遍存在的压力，成了企业寻求
转机的“拐点”。睢县县委、县政府顺
势而为，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危中寻
机，掀起了一场引导、支持企业向价值
链和产业链中高端发展的浪潮。

3月 2日，睢县召开工业企业座
谈会，梳理问题 86条；随后，成立服
务专班进驻企业，组建 5个专项工作
小组，一企一策，精准解决企业发展
难题；3月 10日，出台 15项支持中小
企业健康发展措施。

解决危机先要保持稳定。对于中
小企业，首先要解决其资金压力。为
此，县财政拿出2000万元作为企业还
贷周转金，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
遇到暂时困难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
贷、压贷，重点企业贷款利率下浮
20%以上。（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通讯员
胡瑞琪）“草莓花生、玉米花生以及麻
辣花生、芥末花生等，花生的产品有
十多种……”日前，正阳县委主要负
责人现场直播正阳花生系列产品，点
击量突破百万人次，正阳花生成了

“网红花生”。
在正阳县，从干部到群众都成

了本地农产品直播“网红”，有力助
推了正阳农产品的线上销售，正阳
也被确定为全省农村电商淘宝直播
试点县。

22年蝉联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
县，正阳县花生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
170万亩以上，产量 54万吨，被誉为

“中国花生之都”。“正阳花生”是全国
唯一获地理标志产品的花生品牌，巨
大的产量与优良的品质为正阳县发
展农村电商提供了基础。

正阳县连续 6 年召开中国正阳

互联网+花生产业高峰论坛，吸引中
国知名农业专家、电商专家及花生
进出口企业代表等 6000 余人参会，
引来了君乐宝、鲁花等一批龙头企
业落地正阳。2019年，正阳 56万亩
花生、小麦种植基地通过农业农村
部验收，获得了“国家绿色食品原材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认证，绿色农产
品为正阳电商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
膀。

早在 2017年 12月，正阳县就被
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扶贫办确定
为“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同时，正阳县抢抓机遇，成立
了电商发展办公室，出台了《促进电
子商务发展扶持办法》等文件，高
标准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园，目前，已
入驻阿里巴巴、京东、君之道网络等
电商企业 40多家。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宋敏

4月 24日，春光明媚。记者走进位于中牟县三官庙镇
的郑州南站施工现场。

“受疫情影响，原计划2月3日复工的郑州南站枢纽工程
于3月5日全面复工。”中铁建工集团郑州南站项目党支部书
记吕备说，为了将耽误的工期赶回来，他们采取了多种措施，
确保各项工序顺利衔接，保质保量加紧推进项目建设。

郑州南站是全国在建的最大高铁站之一，集铁路站
房、高铁物流中心、空铁换乘中心、长途客运中心和旅游集
散中心于一体，总共分为五层。其中铁路站房建筑面积约
15万平方米，总高度 58.7米；车场总规模 16站台、32线，
分为郑万场、郑阜场和城际场。

“郑州南站站房面积、站台数量、股道数量，都与郑州东
站一致，但并不是复制。”郑州南站工程建设指挥部站房科科
长洪庆军说，在设计理念、施工工艺及服务设施配套方面，郑
州南站吸收了郑州东站和其他高铁枢纽站的优点，集科技创
新之大成，可实现“铁、公、机”无缝衔接，建成后将对接国际、
国内、省内及市域交通，形成多式联运的发展新格局。

与郑州东站“一个方向进，另一个方向出”不同，郑州
南站进出站采取“上进下出、下进下出”的组合模式，实现
多维进站，保障高效出行。“从地面交通、轨道交通过来的
旅客，可以不经过高架候车厅，直接从地面快速进站厅以
下进模式进站。”洪庆军介绍，腰部进站则采用多入口模式
分流进站，充分利用高架落客平台水平长度进行分流，解
决高架落客平台拥堵问题。

高架候车层具备超宽排队空间。候车大厅中间跨度72
米，进站闸机净间距大于60米，候车通道宽度加大，减少了
相互干扰。地面层出站厅及快速进站厅预留与地铁直通条
件，若地铁和国铁实现安检互认，则无需出站可直接换乘。

记者跟随施工人员爬上距离地面 20.9米的高架候车
层施工作业面。“这里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和混凝土浇筑作
业，共分为 9个区加快推进施工，每天都有新变化。”中铁
建工集团郑州南站项目安全总监季鹏飞说。目前，路基工
程、桥梁下部工程等施工正在同步推进。到今年年底，郑
州南站站房主体结构工程、站场工程将全部完工。

郑州南站建成后，将与郑州站、郑州东站形成“铁三
角”的枢纽格局，与郑州机场联袂构成空铁双核驱动的格
局，串联起米字形快速铁路网和中原城市群城际铁路网。
届时，取意莲鹤方壶外观造型的郑州南站，无疑将成为郑
州这个火车拉来的城市的新地标。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学
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庚子新春，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
节日的气氛，一场全国人民
总动员的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有力展
开。

面对疫情，焦作市委、
市政府采取领导带头、全线
动员、全面排查、全力救治
等一系列果断措施，以最快
速的应急反应、最严格的防
控措施、最温情的民生保
障，推动疫情防控持续向
好。

全市各级党委、政府统筹各方力
量，上下联动、党群联动、部门联动、区
域联动，一事一令、直达一线，在最短时
间布下了阻断疫情的天罗地网。

正是上下同欲的并肩
作战，正是大爱之心的同
心接力，才凝聚起焦作力
量、创造了“焦作速度”，取
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
胜利。

眼下，随着企业复工
复产加速推进，焦作市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
吹响了经济社会全面复
苏的“冲锋号”。

大 地 回 暖 ，疫 去 春
来 。 今 日 ，本 报 特 推 出
《“亮剑”——中原战“疫”
地方巡礼焦作篇》，全面

展示怀川儿女全力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不屈精神、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双胜利的必胜信念。

未来可期，让我们并肩携手，“向
春而行”。③8

睢县 危中寻机发展提质升级
正阳 电商助力花生俏销全国

中原战“疫”
地方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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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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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去春来 怀川可期我省积极支持国际友城战“疫”

有一种温暖，叫“河南援助”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 20日，我省各级政府、企业、商会

协会等已向意大利、韩国、日本、卢森堡、法国、德国、英国等31

个国家捐赠94批防疫物资，总价值约1260万元

同舟共济 携手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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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
在洛阳新区体
育中心、开元湖
健康主题公园
等处，市民积极
运动健身，增
强 体质，乐享
健康生活。⑨6
张光辉 摄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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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郑州南站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一派繁忙。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灵宝城烟遗址
近年来仰韶早期遗址一次最

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淮阳平粮台城址
发现了目前国内已知年代最

早、最为完备的陶水管排水系统，我

国年代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

●安阳辛店商代晚期铸铜遗址
展示了真实意义上的“大邑商”

的范畴，对于研究殷墟时期都城的布

局、范围等都是一次突破性的发现

●济源柴庄遗址
豫西北区域首次发现的集商

代晚期和西周早期文化遗存于一体

的大型聚落遗址

●洛阳纱厂西路西汉墓
国内发现的等级较高、墓制复

杂的空心砖大墓

2019年度河南省
五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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