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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党报发行持续稳定

鹤
壁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11月 24日，位于郑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河南进境粮食指定口岸迎来一批“远方来
客”。当天，3259.82 吨加拿大小麦装在 102 个集装箱
内，“坐”着一列海铁联运粮食专列顺利抵郑。而在 3天
前，208吨乌拉圭大豆也通过集装箱海铁联运的方式运
抵郑州。

一粒小麦、一颗大豆的“跨洋之旅”，折射出“全球—
河南—中国”的贸易轨迹，彰显出郑州作为现代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的地位与实力。

作为国家批准设立的首个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的
内陆粮食口岸，河南进境粮食指定口岸经过多年运营，依
托河南交通区位优势，进口粮食业务量不断攀升，深度改
变了过去中西部地区粮食进口企业仅能依赖沿海、沿边
口岸进口粮食的状况。

据介绍，河南进境粮食指定口岸已通过中欧班列（郑
州）、海铁联运等方式从五大洲9个国家进口小麦、绿豆、
大豆、芝麻、亚麻籽、面粉等多个品类，今年以来进口粮食
业务量达30251.02吨、同比增长834%，累计进口量达到
33870.84吨。目前在途的进境粮食还有美国大豆、哈萨
克斯坦大麦、加拿大大麦等。

“河南是粮食生产、加工和消费大省，随着粮食口岸
的常态化高效运营，越来越多的粮食加工企业在‘家门
口’就能买到优质进口粮。”河南进境粮食指定口岸运营
企业郑州良运粮食口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星介绍，
经过几年的打基础、利通道、拓业务，粮食口岸今年开始
进入“收获期”，业务量出现激增。

“过去‘门户’在沿海，现在‘门户’在身边。”金星告诉
记者，河南进境粮食指定口岸将不断创新运输方式，不断
畅通粮食进口的河南通道，打造进境粮食国际物流中心
及商贸中心。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11月 24日，鹤壁市召开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贯彻落
实中央、省委关于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重要精神，安排
部署全市 2021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会议指出，党报党刊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
要手段，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做好党报党
刊发行工作，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意
义。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自觉性、主动
性，把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
抓实抓好。

会议强调，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必须
加强统筹协调，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形成强大工作
合力。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抓好落实，
要提出明确要求，加强督促检查；宣传部门要发挥好综
合协调作用，抓好发行任务的分解落实，妥善解决工作
中的具体问题；组织部门要配合宣传部门确定党报党刊
的订阅计划，做好党员订阅的组织动员，抓好党费订阅
落实；财政部门要加快研究党报党刊财政代扣制度，继
续加大对发行工作的扶持力度；邮政部门要提高报刊收
订质量，做好统计汇总工作。各县区各单位要将党报党
刊的订阅工作作为加强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逐级抓好
计划落实。③9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翟道峰）2021年度濮阳
市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 11月 25日召开。会议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从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自觉性、主
动性，把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
实抓好。

会议指出，党报党刊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
地。在当前的特殊形势下，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面临很
多新的考验。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政治意识，敢于担当、主
动作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落实订阅任务，做到“四个全
覆盖”“两个有条件”；要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经费缩
减的实际情况，保障订阅经费落实到位；提高发行质量，
增强发行实效；严格执行发行规定，持续开展专项整治，
持续强化监督问责，以严肃的工作纪律规范报刊发行秩
序；加强统筹协调，逐级做好计划落实和统计汇总工作，
确保圆满完成各项发行任务。

会议强调，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必须牢牢树立“一盘
棋”思想，强化统筹协调，确保形成工作合力。③6

今年以来进口粮食突破3万吨

河南进境粮食
指定口岸业务量激增

保质保量做好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旗帜鲜明抓实抓好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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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玉钺、象牙梳、玉璜、大量猪下颌骨……
5000多年前，如此“豪华”的陪葬，墓主人到底
拥有怎样的权力和财富？在距离南阳独山玉
产地独山直线距离仅 3.5公里的黄山遗址，考
古人员发现了一批屈家岭文化墓地，其等级森
严、人骨保存之好国内罕见。

“梯形独木棺、双玉钺、单弓、成捆骨簇、
少量陶器、大量猪下颌骨成为‘酋长’类墓的
标配。”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山遗址

考古发掘队领队马俊才说，M77大墓最令人
震撼，陪葬品中，作为财富象征的猪下颌骨就
有 400多块，远远超出了其他墓地，墓主人应
该是聚落“酋长”，掌管着这区域的玉器生产
和加工。

在遗址现场，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仰韶文化
晚期“前坊后居式”大型房址建筑，出土了丰富
的玉石器、陶器、骨器等文物，再现古人制造玉
石器的原始场景，堪称考古奇观，被专家确定

为一处仰韶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大型
玉器石器生产“基地”，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
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作坊遗存的空白。

专家认为，黄山遗址成为仰韶文化与屈家
岭文化南北两大文化交汇的玉石器加工中心，
独山玉作为优质的战略资源被南北双方氏族
集团反复争夺，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存，是江
汉地区与中原地区文明起源、南北文化交流融
合的核心研究对象之一。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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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温小娟

11月 2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会议发布了5项重大考
古新成果，除了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外，其余4项均在河南，分别是偃师二里头遗址、周口淮阳时庄遗
址、平顶山叶县余庄遗址、南阳黄山遗址。

此次会议聚焦夏文化及新石器晚期重要考古发现，5
项重大考古新成果从都城布局、宫城建筑、粮仓储备、礼

仪制度、手工作坊、墓葬等级等方面，为探寻早期中国
文明起源提供有力佐证。“这些重要新发现将有力

地推动夏文化、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等重大学
术课题研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

二里头遗址经过 61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
一系列重要发现，这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
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多项中国古代都邑
和政治制度都源于此。

近几年，二里头考古工作队持续探索二里
头都城布局和结构，遗址中心区“九宫格”式布
局、“井”字形主干道路网面貌愈来愈清晰。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
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新发现的纵横交错的道
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

网格区域，历年来在其中多个区域
内发现了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显示出分
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结构布局，为研
究二里头遗址城市规划、社会分层、礼仪制度
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向前探索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二里
头遗址是最重要的起点和标尺。在中国考古
学会理事长王巍看来，这些最新发现极大丰富
了二里头遗址的内涵，突破了许多原来的认
识。他说，多个网格内既有墓葬又有建筑基

址，跟后来的“里坊制”极为相似，说明当时都
城具有高度细致的规划。此外居葬合一的格
局是否跟血缘有关，可以对人骨进行 DNA鉴
定，确定他们是否有亲属关系，建议围绕其中
一个网格像解剖麻雀一样搞清楚其内涵，这对
研究夏王朝规划思想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距今4000年—3700
年前，中原先民就深深懂得这个道理。

位于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的时庄遗址发
掘出土了 28座夏代早期“粮仓”遗迹，这是我
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粮食仓城”。根据碳
—14测年数据显示，“粮食仓城”相当于中原
地区的“新砦期”阶段，即文献记载的“太康失
国至少康中兴”的夏王朝早期。专家认为，这
对于早期夏文化的研究，重新认识夏王朝的社
会组织结构、管理水平和早期国家治理能力等
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从粮仓的建筑形制看，可以分为地上建
筑和地面建筑两类。其中，地上建筑类似‘吊脚
楼’结构，底部有多个‘土墩’立柱，其上铺垫木
板作为仓底，而且粮仓周边有相互连通的水沟，
形成了非常好的排水系统，对仓储粮食能够起
到很好的防潮作用，凸显了古人建筑粮仓的智
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时庄遗址考
古发掘队领队曹艳朋说，从仓储遗迹堆积中检
测出粟、黍类作物的颖壳以及芦苇类植物，推测
是粮仓底部直接铺垫物或其他编织物。

时庄遗址中粮仓遗迹最多，极少见灰坑、
水井、陶窑、房址、墓葬等其他类型的遗迹。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遗
址现场只发现有一座具有居住功能的连间房，
说明粮仓跟居住区是分离的，它是作为公共设
施为某一集团或社会组织服务，很可能出现了
早期国家的特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雷兴山说，对
比以往的考古发掘，时庄遗址发现的粮仓年代
最早、最集中、功能和结构最清晰，为研究中原
地区早期国家的粮食管理和赋税制度等提供
了绝佳的实物材料。

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的平顶山叶
县余庄遗址，给了我省考古人员极大的惊喜，
发现了面积超百万平方米、文化内涵较单纯的
龙山文化聚落遗址。目前，该遗址发现墓葬、
房址、窖穴等各类遗迹 50余处，出土器物 200
多件，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丰富的出
土遗存让河南在龙山文化时期的考古发掘上
实现了重大突破。

在遗址清理出的10余座龙山墓葬中，M10
墓葬最为重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余庄遗址发掘负责人吴伟华介绍，这是一处单
棺仰身直肢葬，棺外北侧还陪葬一人，亦为仰身
直肢葬。墓内随葬器物有33件，均为陶器。这
组陶器不具有实用性，形体较小，制作精良，属
于明器，而且随葬陶器包括食器、酒器两大类，
排列有序，器类成组，呈现出鲜明的礼制色彩。
这是目前中原地区随葬器物最丰富、等级最高、
礼制色彩最明确的龙山文化墓葬。

此外，在另一探方内还发现一组陶器，20多
件器类，包括鼎、豆、觚、碗，且摆放有序，豆与觚依
次摆放，其数量均为7件，这与M10墓葬内随葬
的主要器物的数量相同，反映出相同的礼制观念。

众所周知，商周时期在祭祀、宴请、随葬等
方面都有等级森严的礼制。比如，天子九鼎八
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等。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说，余庄遗址部分“遗
存”可能已进入夏代纪年，这组带有礼制色彩
器物的发现，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
的礼制起源、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实
物资料，有助于深化夏代早期国家社会分层、
等级制度等方面认识。

中国最早的“粮食仓城”很智慧

龙山时期有了“礼制”的萌芽

400块猪下颌骨的“豪华”陪葬，墓主人是谁？
（上接第一版）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政协工作会
议精神结合起来，全面领会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部署新发
展任务的丰富内涵，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担负
起“十四五”全面建设现代化新河南的新使命，在实施

“十四五”规划中有新担当，努力围绕“十四五”高质量
履职展现新作为。要创新思路方法，善于用党的创新
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善于抓住关键推动整体工作，善于
争取支持和帮助，善于运用制度机制巩固工作成果，善
于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切实提升政协工作质量和水
平，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龚立群、张亚忠、周春艳、谢玉
安、张震宇出席会议。③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展现新时代政协的新使命新担当新作为

“最早的中国”或已出现“里坊制”雏形

偃师二里头遗址

周口淮阳时庄遗址

平顶山叶县
余庄遗址

南阳黄山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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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时
庄遗址地上粮
仓俯拍图

◀ 叶县余
庄遗址标号为
M10 的墓葬出
土的随葬陶器

▲南阳黄山遗址
出土的石质制玉工具

▲偃师二里头都
城遗址中心区多网格
式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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