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宝城烟遗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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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最早确认的新石器时代城址

之一

安阳辛店商代晚期铸铜遗址
见证了中国早期都城低密度城市化

发展的进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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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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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发现的等级较高、墓制复

杂的空心砖大墓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王烜）4月 25日上午，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河南投资集团、许昌市人民政府
共同打造千亿级光伏新能源产业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许昌举行，三方将
在许昌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高效单晶硅
电池产品精密制造基地，共同打造产值千
亿光伏新能源产业集群，为河南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探索新路子。

光伏新能源产业是全球能源科技和
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作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近年来，许昌
市依托资源优势，积极推动煤化工产业转
型，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条，尤其在光伏制造业领域，集聚了河南
硅烷科技、平煤隆基新能源、首山天源光
电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上下游企业，光伏
新能源相关产业呈现规模化、集聚化、高
端化发展态势，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步伐
不断加快。

此次三方强强联手，对许昌市打造千
亿级光伏新能源产业集群，建成与“中国
尼龙城”融合共进的“工业长廊”、提升河
南省新材料产业集群竞争力具有重要意
义。③5

读书日里话阅读

疫情防控居家隔离期间，大家更
加深刻体会到生命的渺小和珍
贵，有很多人从一开始‘独处幽居
之时’的不淡定到选择泰然自若
地读书，让内心得以真正安宁，树
立起了抗击疫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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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4月 24日，《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

副省长戴柏华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河南省《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宣传周活动启动。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根治欠薪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宣传贯彻《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我省将在4月 24日至
30日，集中开展《条例》宣传周活动。活动期间，将通过
多种形式开展广泛宣传，让《条例》走进企业、走进工地、
走进广大用人单位、走进农民工心中。据了解，《条例》的
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全面走上法
治化轨道，开启了依法治理欠薪的新阶段。下一步，全省
各级各有关部门将加强《条例》的宣传贯彻落实工作，切
实履行属地和部门监管责任，将根治欠薪作为重大政治
问题和重要民生工程抓实抓细抓好。③5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通讯员 滑清泉）4月 23日至
24日，副省长何金平赴驻马店调研脱贫攻坚、食品安全
和外贸进出口工作。

何金平一行深入确山县金鼎远大住宅科技、刘店镇
李楼村扶贫车间、普会寺镇张营村食用菌基地等地，详
细了解产业扶贫、就业帮扶、“两不愁、三保障”等情况；
还到遂平县克明面业、今麦郎食品产业园、白云纸业等
企业，督促指导食品安全和外贸进出口工作。

何金平强调，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要持续加大就
业扶贫、产业扶贫力度，带动贫困户稳定脱贫，复工复产
中优先使用贫困劳动力，织密织牢兜底保障网，切实巩
固提升脱贫成果。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高度重
视食品安全工作，让群众吃得更安全、更放心。要聚焦
问题精准施策，帮助外贸企业强化产销对接，拓宽产品
销售渠道，千方百计稳外贸增外资扩消费促就业。③6

本报讯（记者 栾姗）4月 24日，记者从省服务业工
作领导小组获悉，《2020年河南省服务业发展工作要点》
（以下简称《要点》）印发，我省已实现产业结构“三二一”
的历史性转变，2020年服务业的“主引擎”作用要更加强
劲，占全省GDP比重要超过 48%，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支撑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

今年以来，疫情对全省服务业造成巨大冲击，我省
服务业如何逆势突围？《要点》给出具体的努力方向：“做
优做强主导产业”和“培育壮大新兴服务业”。

《要点》指出，现代物流、现代金融、文化旅游、信息
服务和健康养老是河南服务业的主导产业，要通过推动
Inditex 集团、UPS公司在郑州设立分拨中心和集散基
地，推动我省金融机构在企业海外发债、海外上市、资产
证券化等方面与卢森堡、新加坡等开展合作，新增境内
外上市公司 10家左右等措施做优做强；家政服务、科技
服务、商务服务、教育培训和创意设计是河南服务业的
新兴产业，要通过组织开展全球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加
快推进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等重点园区建设，打造
一批跨界融合的产业集群和产业联盟等措施培育壮大。

“服务业要实现‘防疫’与‘经营’两不误，确保完成
年度 2.8万亿元增加值，为河南GDP贡献‘半壁江山’。”
省服务业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说。③5

本报讯（记者 李点）4月20日至23日，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李文慧到洛阳调研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李文慧先后到偃师市、伊川县、栾川县、孟津县的村
庄、食用菌种植扶贫基地、苗木花卉扶贫基地、果业产业
园等地，详细了解贫困户脱贫、人居环境改善、特色产业
打造、带贫模式开展、沟域经济发展等情况。李文慧指
出，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收官之年，要补短板、强基础，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把发
展沟域经济与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结合起来，进一步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坚持“一沟
一产业、一域一特色”，加强沟域生态经济示范带建设，探
索发展龙头景区带动、休闲康养一体、民俗文化融合等经
济发展新业态，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奏
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的“洛阳乐章”。③6

□本报记者 温小娟

4月23日，第25个“世界读书日”这天，中国
阅读学研究会学术顾问、河南省图书馆学会副
理事长张怀涛通过河南省图书馆“中原大讲堂·
豫图讲坛”，现场直播了一场特殊的讲座——

“问世间‘读’为何物——阅读的内涵”，线上听
讲人数超过3万。4月 30日，他还要再讲一场，
题为“心病何妨书药医——阅读健心”。

张怀涛说，人们都说“运动健身，阅读健
心”，这是历代先哲留下的显见而深邃的智
慧。西汉学者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
医愚。”这在疫情防控期间得到了充分印证。

“疫情防控居家隔离期间，大家更加深刻
体会到生命的渺小和珍贵，有很多人从一开始

‘独处幽居之时’的不淡定到选择泰然自若地
读书，让内心得以真正安宁，树立起了抗击疫
情的信心。”在张怀涛看来，这就是“阅读”强大
的“健心”力量。在阅读中可以丰富和传递生
命体验、凝炼和升华生命智慧，这是人类文明
存续发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阅读的伟大
和魅力所在，更是人类生命的应有之义。

疫情防控期间，有着数十年图书馆工作经
验的张怀涛十分关注“阅读抗疫”活动，如郑州
大学图书馆开展的“书愈我心，影伴我行”征文
比赛，引导师生在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学”

“停课不停教”，通过读好书慰藉心灵；河南医
专图书馆发挥专业优势，精选出“河南医专抗
疫书单”，指导师生在抗疫期间以疫情为教案，

“疫”起读书、“愈”见美好……
“书香战‘疫’笑穹苍。疫情之后，人们除了

体重增加不一样，对待读书的态度、投入读书的
精力也会不一样。”张怀涛笑着说。

谈及如何读书时，张怀涛认为，每个人都应
读好人生“三本书”：读好“文史书”，了解基本的文
史知识可以拓宽人的视野，这是引领人们养成阅
读习惯、爱上读书的切入点；读好“专业书”，深入
钻研与自己本职工作或学习相关的书，为疫情之
后将自己的工作、学习创出新水平做好扎实铺
垫；读好“人生书”，也就是“多干干、多看看”，构建
立体的大阅读观，在人生的实践中读书学习，在
读书学习中体验人生。③6

今年我省服务业
占GDP比重要超48%

发展沟域经济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宣传法治精神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确保完成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张怀涛：
书香战“疫”笑穹苍

许昌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河南投资集团携手

打造千亿级光伏新能源产业集群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4月 24日下午，中原农业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为新乡80万袋香菇开出食用菌收入保险保
单。据介绍，这是我省开出的首单香菇产业收入险。

据了解，我省目前小麦、花生、水稻等粮食作物，主要应
用的农业保险险种为种植险，主要防范对象为“因灾减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作物尤其是特色农作物价格
随供需关系变动不断调整，“丰产不丰收”的情况屡见不
鲜。收入险可以称作种植险的“升级版”，把作物价格因
素也纳入考量范围，确保种植户“稳赚不赔”。

以首单香菇产业收入险为例。由获嘉县政府出资
70%，合作社出资30%，仅用40.05万元保费，就为80万
袋香菇打开收入保障“安全阀”，为香菇合作社及农户提
供了高达 440余万元的风险保障。在此保单保期内，一
旦因灾害造成大面积减产，或因市场行情不稳，造成平
均每袋香菇收入不足农民收益时，收入险将自动生效，
确保合作社的最低保障收益。

中和镇镇长田中华说，2017年—2019年，中和镇发展
香菇大棚130个，“有了食用菌收入险，群众种植香菇的热
情空前高涨，今年我们的香菇大棚有望达到500个。”③9

我省首单“香菇收入险”
在新乡落地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4月 25日，由省
文物局指导，省文物考古学会、《华夏考古》
编辑部主办的“2019 河南考古新发现论
坛”在郑州市通过远程视频会议形式举行，
会上评选出“2019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
发现”，分别为：灵宝城烟遗址、淮阳平粮台
城址、安阳辛店商代晚期铸铜遗址、济源柴
庄遗址、洛阳纱厂西路西汉墓。

灵宝城烟遗址位于灵宝市川口乡南朝
村城烟自然村南部，该遗址的发掘，是近年
来仰韶早期遗址一次最大规模的考古发
掘，为研究豫晋陕交界地区仰韶早期东庄
类型的文化内涵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仰
韶早期聚落内未见明显的居住区、墓葬区、
生产区的区分，没有集中的公共墓地，也很
少有葬具、随葬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柱列式建筑特征鲜明，很可能属存储粮食
的高仓，是粮食存储方式的创新形式。较
多陶窑遗迹及大量烧土堆积的发现，表明
仰韶早期聚落可能存在专业化的陶器生
产。该遗址发掘表明，仰韶早期遗存是城
烟遗址的主体遗存，仰韶早期聚落整体保
存较好，还发现少量仰韶中晚期、庙底沟二
期文化及比较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其
中以仰韶早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在文化
面貌上，应属于仰韶文化早期东庄类型。

淮阳平粮台城址位于周口市淮阳区东

南 4公里的大朱村西南，1980年由河南省
文物研究所发现并发掘，是中国最早确认的
新石器时代城址之一。最新考古发掘表明，
平粮台城址方正规整、中轴对称的特点，无疑
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源头，在城市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价值。还发现了
目前国内已知年代最早、最为完备的陶水管
排水系统，为研究早期城市的水资源管理提
供了绝佳材料；发现了我国年代最早的“双轮
车”车辙痕迹，绝对年代不晚于距今4200年，
将我国用车的起源提前了500年。另外，平
粮台城址出土的各类遗存，展现了中原龙山
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各
区域文明间交汇融合的集中体现。

济源柴庄遗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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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周变革的具体体现。
其中，商代晚期遗存集中发现于遗址中部，
发现有坑塘、夯土基址、祭祀坑、水井、墓葬、
房址、圆形踩踏面、陶窑等多种遗迹现象。
值得关注的是，这里发现一具呈跪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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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
文化遗存集中发现于遗址西北部，发掘遗迹
有房址、陶窑、墓葬、道路、灰坑等。

安阳辛店遗址位于殷墟遗址东北部，
总面积约 100万平方米。通过发掘，明确

该遗址具有多个独立、完整的铸铜作坊区，
每个作坊区可分为工作区、生活区，祭祀区
和墓葬区相距较近甚至相互叠压。工作区
又分为多个功能区，有备料取土坑、制范场
地、熔铸一体工棚式作坊、铜器后期加工场
地、铸铜遗物废弃场地等。同时，该遗址是
一处殷商时期以“戈”为主体的“居、葬、生
产合一”的超大型青铜铸造基地和大型聚
落，是殷墟文化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该
遗址的发现展示了真实意义上的“大邑商”
的范畴，见证了中国早期都城低密度城市
化发展的进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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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纱厂西路西汉墓位于洛阳市西工
区纱厂西路，是在保利大都会工地发现的两
座西汉时期的大型墓葬，也是目前国内发现
的等级较高、墓制复杂的空心砖大墓，推测
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炼丹
方士。墓葬内出土了装着“仙药”的青铜壶，
这是我国通过考古首次发现水法制作升仙
药的实物证据；而“玉温明”的出土，不仅填
补了中原地区西汉考古的空白，也对研究西
汉时期中原地区的丧葬文化提供了宝贵的
实物材料。此外，还出土了彩绘大雁铜灯以
及大量的玉璧、玉圭、玉玦、玉衣片等，这些
出土遗存为研究汉代人的升仙思想、升仙
方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材料。③6

2019年度河南省
五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潘炳郁 摄影报道

4月 24日，在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高精度电子铜板
带生产现场，一批高附加值产品正在陆续下线。目前，中铝
洛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生产始终保持稳中有升势头。今年
3月铜加工材产量、合同订货量、产品销售量均突破8000吨，
单月产量创下公司近50个月以来新高。⑨6

▲工人在检查设备运行状况。
◀打包铜板带产品。

瞄准市场 加快生产

图① 洛阳纱厂西路西汉墓出土的保存有液体青铜壶 图② 济源柴庄遗址卜骨
图③④ 辛店商代铸铜遗址B区工棚式铸铜作坊出土铸铜工具及铜块
图⑤ 洛阳纱厂西路西汉墓出土的“玉温明”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⑤⑤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