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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最大的液态奶单体乳品加
工厂，年产优质乳制品超过60万吨，但
生产线只有零星几个工人。

光明乳业华东中心工厂厂长包和
平说，“咱们看到车间‘空无一人’是因
为实现了全自动化操作，代替工人‘工
作’的，是新安装在全封闭设备和管道
中的几万个元器件，它们承担起了在
线检测、感应和监控的任务。”

创新驱动，科技引领，让学习考察
团成员感受到科技在推进农业高质量
发展中的力量。

华维节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智慧灌溉服务的高新技术企
业。“智慧灌溉系统，可以按照植物的

需求来灌溉施肥，定量、定时按比例直
接供给到作物根部土壤，不仅能更好
地促进根系吸收养分，而且节水节肥，
精准高效。”公司董事长吕名礼介绍。
近两年来，该公司在我省鹤壁、南阳、
安阳等地为蔬菜、瓜果等作物提供智
慧水肥一体化、农业物联网等服务，覆
盖面积8000余亩。

鹤壁市副市长孙栋深有感触地说，
鹤壁数字农业走在全省前列，但通过此
次学习看到了差距，进一步感受到“数
字+农业”的魅力，下一步要加强学习借
鉴，加快推进农业数字化、信息化。

从美丽乡村建设到做强乡村产业，
再到“规划引领、产业兴旺、文化振兴、

人的回归”，杭州的乡村振兴迈向3.0时
代，成为一个让人来了不想走的地方。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杨玉璞表
示，此行学习考察，感触颇深，收获满
满，对标对表沪浙两地乡村振兴、改善
人居环境方面的先进经验，河南乡村振
兴路径更加清晰，前景更加令人期待。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我省赴
沪浙乡村振兴考察团成员对乡村振兴
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多的思考。认知再
提高，实践谱华章。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步一个
脚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广袤的中原
大地定会面貌一新，广大乡村将迎来
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③5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我手上这款天鹅造型的抱枕来
自我省天鹅之城——三门峡市，这款
产品做工精美，喜欢的网友可点击下
方链接购买。”10月 18日上午 9点，
在位于鹤壁市朝歌文化园鹿台阁内
的第七届中原（鹤壁）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云上文博”直播间，主播们
正热情地向网友推介参展商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
各地的大小展会一度“停摆”，会
展业亟待全面重启。为扩大中原
文博会的影响力，结合疫情防控和
展会行业发展趋势，本届中原文
博会首次采取线下、线上“双管齐
下”的办展模式。在线下，来自全国
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112家
参展商携上万件文创产品齐聚鹤

壁，同采购商、观展群众零距离交流
推介；在线上，近 15 场直播活动、
570 场精品展览和 20 场“云上”活
动轮番登场，将为期 4 天的展会
延伸至 7×24 小时在线，全力打造

“不打烊”的文博会。
“携手京东云高质量打造‘云上

文博’平台是本届中原文博会的一
大亮点。”中原文博会组委会工作人
员徐红旗介绍，“云上文博”平台包
括“3D 展馆”“论坛活动”“项目推
介”“云直播”“云新闻中心”“云签
约”等十大板块，旨在面向全国全方
位、多角度展示本届中原文博会盛
况，推介具有浓厚中原文化内涵的
文创项目和产品，不断提升中原文
博会的影响力。

“在家就能跟着主播‘云逛展’，
不仅可以购买到精美的文创产品，
还能了解到产品所具有的文化内

涵，真棒！”在“云上文博”直播间里，
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

“本届中原文博会期间，我们还
在‘云上文博’平台特别策划了京东
中原文创电商节活动以及‘十佳优
质参展商’‘十大优秀文创产品’评
选活动，全面提升参会客商和广大
群众的参与度，让大家感受有温度
的办展、观展体验。”徐红旗说。

有关专家指出，就办展形式而
言，“云上文博”是一次跨越式创新，
打开了云端办展的全新局面。通过
建设移动端线上平台，面向各级各
类参与者提供云上展馆、直播活动、
展览动态等全方位服务，打破了时
空限制，让本届中原文博会成为可
放进口袋、随身携带的云端展会，
也为更好地弘扬传播中原文
化、促进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贡
献了力量。③6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祁思元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沈若宸）10月
18日下午，在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
暨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媒体吹风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工作队领队赵海涛对二里头
遗址考古工作概况及最新考古成果
进行了介绍。

赵海涛介绍，在以往考古工作
的基础上，最近几年，二里头工作队
继续以探索二里头都城的布局、结
构为中心工作，在中心区原先发现
的主干道路网络、“九宫格”式布局、
宫殿区和作坊区外有围墙的基础
上，发现“井”字形道路延伸范围更
大，道路两侧多有墙垣，新发现与原
南北向道路平行的道路。

“从目前的发现看，二里头都城
极可能是以纵横交错的道路和围墙

分隔形成多个网格。历年在其中多
个网格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
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家族，极
可能已出现了家族式分区而居、区外
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赵海涛说。

据悉，二里头工作队目前正在
继续扩大工作区域以验证上述现象
的准确范围和内涵。如能确认，这
些新发现将为研究二里头都城整体
布局、层次结构、社会分层、等级划
分，进而探索夏王朝的规划思想、礼
仪制度、统治制度等问题提供重要
资料。

二里头遗址自 1959 年发现并
发掘以来，累计勘探近 200 万平方
米，发掘约 4.5 万平方米，占遗址总
面积 300万平方米的 1.5%，已获得
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所处

的年代、地域、发达程度、发展阶段
等诸多情况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
对应度极高，它们极有可能是夏都、
夏朝的遗存，是研究中国早期王朝
国家、夏朝考古的最重要对象。”赵
海涛表示，今后将优先抓住最能体
现二里头遗址核心内涵、突出价值
的重大问题，优先探索二里头遗址
最核心、最重大的中心区的路网、围
墙、分区等网格式布局及网格内涵，
遗址外围的边界、防御设施情况，铸
铜、加工绿松石器作坊的情况，祭祀
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等情况，以及
与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内各级聚落的
相互关系、控制网络、统治文明等重
要问题。探索都城内大型水环境、
与大型夯土建筑相称的王陵级大型
墓葬、加工玉器、石器、蚌器等器物
的作坊的线索等。③5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胡舒彤
实习生 钱程）10月 18日，记者从中
国开封第 38届菊花文化节 2020中
国企业慈善公益 500强发布暨开封
市招商推介会上获悉，本届菊花文化
节开封招商成果丰硕，全市共邀请客
商 780人，签约项目 115个，总投资
约910.68亿元。

据了解，本届菊花文化节在邀
商规模大、层次高的同时，签约项
目质量高、导向性强。115 个签约
项目中，亿元以上项目 105个，5亿
元以上项目 56 个，10 亿元以上项
目 36个。如总投资 40亿元的亚太
中商（尉氏）电商&冷链智能综合产
业园项目、总投资 29亿元的兰仪小

镇田园综合体一期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的中电建生物质制气项目、总
投资 10亿元的年产 15万吨铝型材
项目等，都在各自领域具有一定引
领性、示范性和带动性，将对开封
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质量提升、城
市建设和乡村振兴等发挥重要推动
作用。③6

探寻乡村振兴的实践密码
——我省赴沪浙考察乡村振兴侧记

二里头遗址又有考古新发现
都城内极可能已出现家族式分区而居的布局

“云上文博”不打烊 更精彩

开封菊花文化节招商成果丰硕
签约项目115个 总投资约910.68亿元

▼10月 18日，中国开封第38届菊花文化节主会场在龙
亭景区开园。此次布展，景区内沿中轴线布展 20余万盆菊
花，共上千个品种，广大游客陶醉在阵阵菊香中。⑨6 本报
记者 史长来 摄

杭州美丽乡村建设杭州美丽乡村建设，，看得见山水看得见山水，，留住了乡愁记忆留住了乡愁记忆。。⑨⑨66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红涛刘红涛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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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红涛

千里取“真经”，一心谋振兴。

10月 11日至 14日，参加完河南省优质特色农产品（上海）展览会相关活动，由省直有关部门

及各省辖市政府、济源示范区管委会有关负责同志组成的学习考察团，来到上海、杭州学习观摩两地

乡村振兴、改善人居环境方面的先进经验，对标先进、问计取经、拓宽思路、以学促干，以期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中探索河南的实践路径。

久久为功 打造新时代“富春山居图”

面临富春江，背靠小群山，山水作
背景，人在画中游。10月12日，学习考
察团走进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东梓关
村，真切体验到“新杭派民居”的风格。

红灯笼、木窗户、老槐树、鹅卵石
路、青石板台阶……场口镇党委书记何
明葵说，4年前，村里新落成了40幢杭
派民居。“改造过程中，依托原有资源不
搞大拆大建，延续东梓关古朴形象，着
力再现传统村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同样是风光秀美、宜居宜游的山
水画城，桐庐县是中国民营快递业的

发祥地之一，著名的水墨画《富春山居
图》大部分的实景取自此地。

深澳村位于桐庐县江南镇东部，
东靠富阳，北临富春江，村内水清山
绿，现存有明清时期的古建筑 140 多
幢，徽派建筑与浙西山地民居完美结
合。“该村是江南古村落重要组成部
分，美丽乡村建设与古建筑保护的和
谐相融成为这个千年古村落的真实写
照。”桐庐县副县长徐文波说。

践行“两山”理论，久久为功推进“千
万工程”。十几年来，浙江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以“千万工程”为抓
手，把乡村作为一个大花园来打造，引领
美丽乡村从“局部美”迈向“全域美”。

“一以贯之抓‘垃圾革命’，一鼓作
气抓‘污水革命’，一抓到底抓‘厕所革
命’，浙江基本完成了农村环境‘三大
革命’任务，引领美丽乡村建设从‘整
洁美’迈向‘生态美’。”浙江省农业农
村厅社会事业处汪佑福说，截至 2019
年年底，该省已建成 6155个新时代美
丽乡村达标村，农村整体面貌发生了
深刻变化。

拓宽通道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移舟烟渚、芦影婆娑、之江花海、
新安绿道……移步换景，美不胜收，杭
州建德市下涯镇之江村成为不少摄影
爱好者的打卡地。

之江村地处黄饶半岛，4年前，下
涯黄饶半岛被规划进新安江综合保护
工程，围绕美丽乡村精品、现代田园综
合体等内容进行建设。“从污水横流到
游客蜂拥而至，村民们都看到了绿水
青山的魅力，民宿经济逐渐在当地农
民收入中扮演起重要角色，形成了健

康养生、高端酒店、精品民宿等产业集
群。”下涯镇党委书记叶胜平说。

“美丽乡村建设，不但要望得见山
水、留得住乡愁，还要让农民群众得到
实惠。”建德市市长朱欢说，在“两山”
理论指引下，他们打响生态牌、乡愁
牌、田园牌、民俗牌，把美丽乡村建设
成果转化为美丽经济。

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
通道，美丽乡村由“环境美”迈向“发展
美”。浙江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电子

商务、养生养老、来料加工、运动健康、
文化创意等美丽经济，田园变公园、农
房变客房。2019年，浙江省休闲农业
总产值达到 442.7 亿元，接待游客 2.6
亿人次，带动销售农副产品122.9亿元。

信阳市副市长胡亚才认为，信阳
的资源禀赋与许多南方城市相近，有
山有水，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要向杭
州学习，打造美丽环境，发展美丽产
业，形成美丽经济，在“两山”理论指导
下，促进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

文化塑魂 留住乡愁留住根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
拜，恩恩爱爱！”在建德市三都镇三江
口村，渔民别具特色的“水上婚礼”引
起了学习考察团的注意，感受了一把
独特的“渔文化”。

三江口村位于兰江、新安江和富
春江三江交汇处。几百年来，“九姓渔
民”以船为家，直到上世纪 60年代，才
全部搬迁至岸上居住。如今的三江口
村，就是当年的渔民集聚村，水上婚礼
是当地特有的风俗。

三都镇党委书记张建明说：“村里

把风俗变成文艺演出，让乡村文化蕴含
的独有特色吸引人气。农村不仅要看
得见山、望得见水，更要记得住乡愁！”

“天下梅花两朵半，北京一朵，南
京一朵，严州（梅城）半朵。”建德市梅
城镇是一个千年古镇，北枕乌龙岭，南
临三江口，风光秀丽。梅城镇是古严
州府治所在地，《水浒传》中宋江大战
乌龙岭、武松单臂擒方腊都发生于此。

梅城镇镇长沈晓来介绍，古城在
保护开发过程中坚持修旧如旧，延续
文化基因，传承乡土文化，留住乡愁记

忆。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长假，古城
接待旅游人数超过14万人次。

“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
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爱莲说》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名作。

“环溪村是周敦颐后裔聚集地。”
桐庐县江南镇环溪村村委会主任周忠
莲说，他们把文化作为美丽乡村建设
的重要抓手，以“莲文化”为基础，村里
打造了以“荷塘月色观景，爱莲堂内读
书”为主题的环溪民宿聚集区，每到周
末，家家门庭若市，住宿率达95%。

创新驱动 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签

逛

透
汴
梁

透
汴
梁

①精心培育的彩菊吸引众多游客驻足⑨6 本报记者 师喆 摄
②处处可见造型各异的菊花景观⑨6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③小雏菊煞是可爱⑨6 本报记者 张笑闻 摄

①① ③③②②

本报讯 10 月 17 日上午，华丰家
居建材城·第四届中原批发商大会在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开幕，多位
国内顶尖经济学者、千余位批发商贸
领军人物齐聚郑州，共话在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下，中原商贸业如何穿越变
局、突围发展。

本届大会以“大变局下的突围与
成长”为主题，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指
导，河南商报社、郑州市市场发展中心
主办，“郑州批发市场”公众号承办。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
刘伟作了“以新发展格局重塑我国经
济新优势”的主题分享。

据了解，如今的中原批发商大会，

源于 5年前河南商报创办的一个微信
公众号——郑州批发市场。能从一个
跟班“小弟”，成长为令企业耳熟能详
的“发哥”，凭借的是敢于突破的进取
意识，凭借的是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精
神。

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商贸物流行业发挥优势、担当
作为，为抗疫前线提供通畅的物流通
道、充足的物资保证。中原地处国内
大循环战略腹地，也是商贸物流行业
聚集的地方。郑州在商贸物流业上
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随着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步伐加快，郑州商贸物
流业必将有更宝贵的商机，并吸引全

球目光。
据悉，本届大会还延续了中原批

发商大会王牌栏目“发哥问局长、董事
长”。在“发哥问董事长”环节，河南华
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付庆林、豫发
集团董事会主席王建树等商贸流通业
领军人物就“郑州商贸业新变局及应
变之道”探讨行业发展方向。

大会还举行了第四届中原批发商
大会颁奖活动，2020年度诚信文明市
场奖、2020年度口碑物流企业奖、“战
疫”兴商大奖、2020年度诚信文明商户
奖四项大奖现场揭晓。③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桂芳
郭丁然 陈薇 陈诗昂）

第四届中原批发商大会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