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是群众生活的家园，也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前线。今年以来，全省社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创

新方法、众志成城，筑牢了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积

累了基层治理好经验。疫情防控常态化，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

维方式，改变着社区环境和人际关系。让我们走进城乡社区，瞧瞧社区

新景象，聆听社区新故事。③4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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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科

如何在新起点上实

现 县 域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高水平开放至关重

要。当前，区域经济发

展面临的空间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县域

发展只有突破行政区划、“闭环经济”的

思想束缚，走“开放经济”之路，在更大范

围内实现资源聚合、整合、耦合发展，才

能更有生命力、更具成长性。对冲疫情

不利影响，开放同样是有效促进县域经

济快速复苏的重要手段。

当目光局限于一域时，资源会越用

越少，思路也只能越来越窄。开放，往往

是县域发展的薄弱环节。如果我们打开

视野，看得更远更宽，就会发现资源可以

共用、优势可以共享。淮滨县依托淮河

水运开辟豫货出海新通道，融入“一带一

路”有声有色；长葛市促成多项中德合作

项目落地，让德国质量对接中国制造，制

造业转型升级有了新抓手……这些启示

着我们，在世界经济大海中学会游泳，搏

击风浪、勇立潮头，就能让县域发展的天

地更加广阔。

各地要进一步增强开放的紧迫感与

责任感，促进开放向纵深领域拓展，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人才和创新高地，吸

引创新要素源源不断向中原聚集。把高

水平开放与中原广阔腹地、巨大市场有

机结合在一起，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动

力必将充盈澎湃。1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5月7日，记
者从省河长制办公室获悉，河南省总
河长令（第2号）已经由省委书记、省第
一总河长王国生和省长、省总河长尹
弘签发，决定在全省深入开展河湖“清
四乱”行动，持续改善我省河湖面貌。

总河长令指出，为全面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推
动河长制湖长制从“有实”向“有为”转
变，不断提升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持续改善河湖面貌，决
定在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河湖“清四
乱”（清理整治乱占、乱采、乱堆、乱建）
行动。河湖“清四乱”范围由主要河流
向中小河流、农村河湖延伸，实现河湖
全覆盖。各地要深入开展自查自纠，
拉网式全面排查河湖“四乱”问题，发现
一处、清理整治一处。

打好黄河流域“清四乱”歼灭战。
今年在我省黄河流域开展河湖“清四
乱”歼灭战，巩固“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
亲河”清理整治成效，清除存量、遏制增
量、严防反弹。将我省黄河流域所有
河湖列入清理整治范围，重点清理整
治黄河低滩区、各类保护区、黄河干流
和重要支流的“四乱”问题。

持续开展河道采砂综合整治。将
加强河道采砂管理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把整治非法采砂列为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重要内容，坚持惩防并举、疏堵
结合、标本兼治，持续开展河道采砂综
合整治。严打非法采砂，坚持对私挖
滥采河砂行为露头就打。规范合法采
砂，推进河砂有序开采。推广应用机
制砂，从源头上解决建设用砂供应不

足问题。
加快河湖生态修复。谋划实施一

批河湖综合治理工程、水土流失防治
工程、生态湿地项目，大力营造水源涵
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林为主的防护
林带，重点推进骨干河道两侧生态廊
道建设，完成各类造林289万亩，湿地
保护面积不低于942万亩，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1000平方公里以上，建成长葛
双洎河、柘城容湖、虞城周商永运河、伊
川伊河、光山龙山湖等5个国家湿地公
园，在全省新批建20个省级湿地公园，
进一步改善河湖生态环境。

推进河湖划界。加快推进流域面
积1000平方公里以下河流和水面面
积 1 平方公里以下湖泊划界工作，
2020年年底前要基本完成。推进智慧
河湖监管。将信息化建设作为重要任
务纳入重要日程，充分利用卫星遥感、
视频监控、无人机、手机APP等技术手
段加强河湖管护，以信息化推进河湖
管理现代化。

总河长令明确指出，各级总河长
是本地河湖“清四乱”的第一责任人，
县级以上河长湖长是河湖“清四乱”的
具体责任人。各级河长湖长、各有关
部门要将河湖“清四乱”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牵头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清理整
治，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效。
要加强激励问责，对敢于真抓实干、动
真碰硬、河湖“清四乱”成效突出的有
关单位和人员，予以表扬或奖励；对河
湖“四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重大
问题隐瞒不报、清理整治弄虚作假的，
要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严肃追责
问责，以铁的纪律维护河湖管理严肃
性。③5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牛联平）5
月 6日，在孟州市御捷电动汽车产业园内，首
批试生产的“孟州造”朋克 BX100 纯电动汽
车依次下线。公司负责人介绍，该项目总投
资 30 亿元，预计 6 月底前可实现量产，届时
孟州市将完成从汽车零部件到整车制造的历
史性跨越。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近年来孟州市构筑产业
崛起新格局的一个缩影，也是该市推进产业集
聚区“二次创业”的重要抓手。通过统筹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孟州市县域经济驶入高质量发展
的快车道。在4月29日召开的全省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工作会议上，该市入选全省第一批践
行县域治理“三起来”县（市）。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是一个个行
业“世界冠军”和产业“巨擘”的崛起。近年来，
孟州市将提升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摆在突出
位置，通过实施大企业培育计划，打造了中原
内配气缸套、隆丰皮草羊剪绒、广济药业核黄
素三个行业“世界冠军”，以三大巨头为引领的
装备制造、皮革制造、生物化工三大主导产业
集聚了全市 33.5%的规上工业企业，贡献了
75.2%的工业税收。

强强联合、延链补链、集约发展，是孟州市企
业迈上又一个新高度的“助力器”。（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通讯员 李富军 王
新生）初夏的扶沟，生机盎然。曹里乡胡横村占
地1500多亩的巨型棚蔬菜园区，一望无际的大
棚，宛如白色的海洋。

“每个棚占地10亩左右，一年种植两茬，净收
入20多万元。”5月7日，园区负责人、扶沟县惠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樊建国介绍。

“园区采取的是‘大集群+小农户或贫困户+
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模式，菜农成立合作社，抱
团发展，合作共赢。”曹里乡党委副书记王三伟
介绍。

该模式就是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土地流转，
划出蔬菜种植园区，在打造水、电、路、渠、桥通
与土地平整“五通一平”的基础上，附近村菜农
承包大棚，成立合作社，选出德高望重的负责
人，菜农管理各自的大棚。合作社统一购买建
棚物料、统一专业队伍搭建。社员供种、生产标
准、管理技术、采收、销售也全统一。

目前，扶沟县这种发展模式的合作社已有
118家。

扶沟是全国果菜十强县、河南省蔬菜生产
第一大县，蔬菜是扶沟响当当的品牌。前几年，
由于受自然灾害、人工成本等因素影响，全县蔬
菜生产一度出现波动。

如何重振蔬菜生产雄风，是该县一道不好
解的方程式。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卢松

身着旗袍，手拿团扇，身姿袅袅，
伴着音乐款款走着“猫步”……5月 6
日，郑州市郑东新区天时路社区居民

杜敬芳拿着手机，播放她“五一”假期
期间在家里录制的走秀视频。

这个教学视频会发到三个微信群，
让学员们跟着练习，因此杜敬芳对自己
要求很高，一个摇扇动作反复录好几

遍，4分钟的视频就录了半个小时。
杜敬芳爱漂亮爱打扮，也学过走

秀，三年前在社区工作人员帮助下组
建模特队，由几人到几十人，再到上
百人，经常晚饭后约着在广场排练。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线下活
动按下暂停键。2月中旬，郑东新区
社会事业局指导社工创建模特队微
信群，杜敬芳开始了线上教学。

“没想到社区居民报名特别积极，
三个微信群学员达1400名。”杜敬芳
说，微信群还吸引了西安、武汉、海南
等地社区居民加入，“大家居家隔离的
日子，微信群里常常欢声笑语。”

天时路社区居民刘培伶以前线
下跟着杜敬芳学习，现在线上当起了
教学助理。（下转第二版）

孟
州

二
次
创
业
助
力
县
域
经
济

扶
沟

创
新
发
展
擦
亮
蔬
菜
品
牌

我省总河长2号令发布

深入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 从“闭环”到“开放”

瞧瞧社区 新新 变变 化化
我们都在“云”社区

5月 7日，卢氏县豫西大峡谷景区游人络绎不绝，当地新建成的空中玻璃桥成为网红地。据悉，该桥横跨大淙潭
瀑布，桥面与湖面垂直距离达58米，行走其间，白云浮顶，飞瀑脚下过，美不胜收。⑨3 聂金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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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河南 就是“中”

河南乡村旅游
成乡村振兴新引擎

伊洛汇流黄河处
追溯中华文明主根脉
——河南巩义发现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何可）大家
都知道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但它究
竟是什么时候形成中心的？双槐树遗
址的重大考古发现给出了答案。5月7
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召开新闻发
布会，发布双槐树遗址取得的重大考古
成果：考古实证了该遗址是距今 5300
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性遗址，表
明了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这一黄
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实证了以该
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
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被专家
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专家认为，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
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
区的关键材料，将成为探寻黄河流域文
明起源过程的一把关键钥匙。同时，因
其位于巩义河洛镇的黄河与洛河交汇
流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 117万平方
米，被 3重大型环壕围绕，构成严密的
防御体系。发现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
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
夯土基址、3处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
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以及围绕中心
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动物祭祀遗
迹、人祭遗存等，出土了精美彩陶及与
丝绸制作工艺相关的骨针、石刀等。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
发说：“‘三’在中国古代是很神圣的数
字，比如三生万物。‘三重’这种结构在
历史上一直是宫城皇城最标准的配备，
在5000多年前的双槐树遗址发现三重

环壕这样象征中华文明核心礼制的雏
形结构，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大型宫室制
度的源头提供了线索。”

同时，通过对比周边遗址可以发
现，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
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
台、汪沟、秦王寨、伏羲台和洛阳的苏
羊、土门、妯娌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
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
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
势，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

“从地理位置、文化内涵等方面分
析，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
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等级
最高、社会分化程度最明显的都邑性遗
址，为我们研究中原地区文明进程提供
了关键性证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巍说。

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内以九
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是
给考古人员的一大惊喜。顾万发说，结
合此前青台遗址发现的“北斗九星”遗
迹，表明古代中原先民对“北斗天象”的
观测利用已非常精确，在聚落布局中高
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可能已有了较
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

用野猪獠牙雕刻的“牙雕蚕”是双
槐树遗址出土文物中的“明星”，是中国
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其与青台遗
址、汪沟村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

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相互印证了
5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
经从事养蚕缫丝。

专家认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
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同一时期
中原以外地区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
的确切发现，从这一角度看，位于黄河
流域中心的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聚落
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
上时代最早的代表，对丝绸起源的研究
意义重大。

“双槐树遗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
表明，以其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模
式’，重视民生和追求社会长治久安，不
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
而是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夏商周
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说，这一模
式在后代被主流社会继承和发扬，成为
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具代表性和引
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5000多
年的中华文明主根脉有望追溯至此。

王巍认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只
有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生生不息，这与以双
槐树遗址为代表的
中原发展模式密不
可分。③5

新华社北京5月 7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5月 7日晚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
济约耶夫通电话。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民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示诚挚慰问和坚定
支持。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
明，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

道。在这场攸关全人类健康福祉、世界发
展繁荣的斗争中，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
器。世界各国应该以团结取代分歧、以理
性消除偏见，凝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
力，加强合作，共克时艰，维护人类共同家
园。

习近平强调，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是
中乌关系优良传统。中国抗疫最吃劲的

时候，贵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纷纷向中国伸
出援手。乌兹别克斯坦的疫情也牵动着
中国人民的心。中国政府、有关地方和企
业的援助物资陆续运抵贵国，两国专家通
过视频连线交流抗疫经验。中方将继续
为乌方抗疫提供支持和帮助。希望乌方
继续为中国在乌公民正常工作生活提供
保障。（下转第五版）

习近平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葡萄牙总统通电话

双槐树遗址全景⑨3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记者温小娟提供

牙雕家蚕

巩义双槐树遗址取得重大考古发现：都邑聚落、礼仪祭祀、天文观测、养蚕织绸

揭开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面纱
●双槐树遗址是迄今

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

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等

级最高、社会分化程度最明

显的都邑性遗址

●被誉为“早期中华文

明的胚胎”“河洛古国”，实

证中华文明起源历史

●出土中国最早的骨

质蚕雕艺术品“牙雕蚕”见

证丝绸起源

黄 河

洛

伊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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