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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奋力实现 开新局“ ”

本报讯（记者 陈慧）远眺水天一色、群鸟翩飞，
近览蒲苇摇曳、人水相依，这样的湿地美景令人向
往。记者2020年 12月 31日从省林业局获悉，新郑
市十七里河、通许县岳家湖、新蔡县洪汝河等 27处
湿地近日获批开展省级湿地公园试点工作。至此，
我省省级湿地公园（试点）数量达63处，湿地保护修
复速度进一步加快。

设立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是我省进行湿
地保护的重要方式。湿地自然保护区重在保护，湿
地公园可以在优先保护的基础上开展合理利用，供
公众游览、休闲或进行科学、文化和教育活动。按照
要求，各省级湿地公园（试点）单位将建立管理机构，
完成湿地公园立桩标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逐步建
立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的保障机制。

据悉，近年来，我省着力加强湿地自然保护区、
湿地公园的建设管理，湿地保护面积和湿地保护率
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全省国家、
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
（试点）数量达到 109个，湿地保
护体系基本形成；全省受保护湿
地面积达到 489万亩，湿地保护
率由2015年的 37%增长到2020
年的51.93%。③6

本报讯（记者 樊霞 实习生 庄咏一）
“我们合作社参与试点项目 59户，都获得
了理赔款。政策好，今后我们的干劲儿更
足了。”三门峡市陕州区西张村镇石原村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尚文峰乐呵呵地
说，他们是首批苹果“保险+期货”试点项
目受益种植户之一。

2020年 12月 30日下午，河南省苹果
“保险+期货”试点项目理赔仪式暨总结交
流座谈会在三门峡市召开，苹果“保险+期
货”试点项目 2503 名承保户全部获得理
赔 ，户 均 获 得 赔 款 4080 元 ，理 赔 总 额
1021.21万元。

2020年 8月，省财政厅、郑州商品交
易所联合出台苹果“保险+期货”试点方
案，项目在三门峡市陕州区落地,由中原
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海通期货、永
安期货、国泰君安期货与新湖期货承办，
试点期限两年。目前，第一年试点工作进
入理赔和总结阶段。

三门峡苹果种植面积约 174万亩，年

产量 186万吨，位居全省第一，产值达 36
亿元以上，是我国“黄土高原苹果优势生
产区”的主产区之一。陕州区是全国55个
优质苹果基地县之一，苹果种植也已成为

当地贫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
作为经济支柱的苹果种植经常面临风灾、
雹灾、冻灾、旱灾等自然风险，以及价格下
跌的市场风险。

对此，试点方案通过创新政府支持农
业发展补贴方式，充分运用市场金融工具，
有效发挥保险和期货的联动互补作用，旨
在以“小投入”撬动“大保障”，有效帮助果
农抵御苹果价格波动风险，保证其合理收
益，从而促进我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高质量发展。

“ 首 批 试 点 项 目 共 承 保 苹 果 现 货
30117吨，覆盖苹果种植面积16732亩，承
保 2503户，每亩保额达 1.35万元。其中，
贫困户占比 72.39%，面积 6350亩。”中原
农险副总经理雷廷军说，截至目前，所有承
保农户赔案已全部结案，相当于为陕州区
果农提供0.34元/公斤的直接价格补贴。

记者从中原农险了解到，普通的苹果
保险责任主要预防传统的自然灾害风险，
每亩保额3000元左右。苹果“保险+期货”

试点项目将每亩的保险金额从 3000元提
高到 1.35万元，保障水平提升 450%。地
方特色苹果种植保险与苹果“保险+期货”
的联合开展，使得试点地区农户获得自然
灾害和市场风险“双重保险”。

从保费情况来看，参保果农自主缴纳
保费的 10%，郑商所提供保费补贴 800万
元，其余保费由省、市、县三级财政按比例
负担，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果农自缴部分由
县级财政全额负担。投保主体是陕州试点
区域内的建档立卡贫困果农和市级以上农
业合作社。这意味着，果农买了“保险”，一
旦符合标准的苹果上市时遇到天灾、市场
价格变动等风险，就能拿到相应的赔偿。

根据此次试点规模，省、市、县三级补
贴资金共356万元，2503户苹果种植户获
得2.27亿元的风险保障，财政资金补贴效
应放大了近 64倍。“在扣除 3000元/亩的
种植成本后，可保证农户种植苹果每亩纯
收益过万元，财政支农的效应和效率得到
了显著提升。”郑商所有关负责人说。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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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新建
27处省级湿地公园

苹果“保险+期货”试点第一年
参与试点果农全员获赔 理赔总额1021.2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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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歌 通讯员 白雪）“看到

博物馆的公告后慕名而来，果然不虚此行，很
震撼！”1月 3日，来自南京的王先生在参观二
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后表示。

2020年 12月 30日起，二里头夏都遗址博
物馆数字馆投入试运行，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
全面复原展示二里头遗址文化的整体面貌。

该数字馆以“‘最早中国’探寻之旅”
为主题，内设“最早中国”“赫赫夏都”“敬
天法地”“王室巧作”“探秘未知”五大主题
展示区。

三折幕是“最早中国”展示区的最大亮
点，以三维特效呈现了二里头遗址中最早的
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被誉为“华夏第一
龙”的绿松石龙形器等诸多“中国之最”。

在“赫赫夏都”展示区，37台投影机打
造的沉浸式三维影像空间，向游客展示了
夏王朝时期车辇仪仗、宫城建制、王室仪
典、文化交流等“国之大事”。

风机、雨机、闪电机等特效装置与
LED矩阵数字影像真实模拟先民求雨的
场景，“敬天法地”展示区让游客身临其境
地体验夏王朝的自然气候和祭祀文化。

“有真实的雨水和风，达到了4D影院的效
果。”来自西安的李先生对此印象深刻。

“王室巧作”展示区即青铜器作坊、绿
松石器作坊互动式场景体验区。在这里，
游客可以通过手势感应互动装置，体验青
铜器、绿松石器的制作过程。
雷达感应流水地幕是“探秘未知”展示区

的黑科技。游客可通过触碰墙面水流中的文
物影像，触发流水地幕从而播放二里头兽面纹的代
表动物、关于陶片刻符的文字猜想等影片。

据介绍，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在元旦假期期
间，每天接待4000余位参观者，其中数字馆每日开
放5场，获得了参观者的一致喜爱和点赞。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侯玉珂说：“数
字馆依托大量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并结合合理推
测建设，是洛阳第一座‘实体数字’展示馆，旨在通
过数字手段让文物‘活’起来，为文化传承插上‘数
字翅膀’，为洛阳建设‘东方博物馆之都’增添科技
力量。”③8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数字馆投入试运行
运用数字手段让文物“活”起来

——论学习贯
彻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月
3日，记者从安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获悉，日前在安阳市龙安区
一小区建设工地发现了一座规
模较大、布局严谨的隋代汉白玉
石棺床墓。专家认为，该墓砌筑
和雕刻技术高超，是我国古代墓
葬石刻艺术的代表之作，为研究
隋代美术工艺提供了新的实物
资料，对进一步研究我国石棺床
的发展延续、形制演变和使用品
阶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墓志记载显示，该墓是隋开
皇十年（公元 590年）麴庆夫妻
合葬墓，墓葬的形制为砖室石棺
床墓。墓主人麴庆为陇西北平
人，家世显赫。该墓志的出土，
弥补了史料记载的不足，具有较
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为安阳地
区历史沿革、族群迁徙、古代文
字及书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重
要的实物资料。

瑞兽、神像、圣火坛……石
棺床各部分均雕刻有精美图案，
涉及墓主人日常生活场景和宗
教典故，具有浓厚的祆教和早期

佛教风格，所刻图案纹饰
多有贴金和彩绘。在安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部
主任焦鹏看来，该墓是中

西方文化交流、融合
的重要例证之一，反
映出丝绸之路对民

族交流、文化融
合 起 了 重 要 作
用。安阳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所长孔德铭认为，邺
城、安阳地区是公元 3世纪至 6
世纪重要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
心，以麴庆墓为代表的与丝绸之
路相关的大量重要遗址和文物
的发现，再次证明了邺城、安阳
地区是丝绸之路在东方的重要
起点之一。

此外，从考古发掘情况看，
麴庆墓早期曾遭盗掘，但墓葬残
留随葬品仍然较为丰富，出土日
用瓷器、素烧瓷模型、素烧瓷俑、
素烧瓷镇墓兽、石俑等各类文物
共计 120 余件。这些文物做工
考究、造型精美，具有极高的研
究价值。墓内出土的一批相州
窑瓷器，不仅数量大、种类多、制
作精美，而且有多件以往未曾发
现过的相州窑白瓷器。

专家认为，精美的相州窑
白瓷器的发现，展示出隋代安
阳相州窑高超的瓷器烧制水
平，填补了相州窑瓷器研究的
空白，也为研究中国白瓷的起
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
料。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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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内出土的部分瓷器。均为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工作人员在
对石棺床的彩绘
进行加固。

河南测绘助力黄河治理

打造沿黄区域三维立体“一张图”
——河南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构建黄河流域（河南段）高质量发展应用系统

□赵力文 王红闯

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召开的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
强调，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
战略。河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积极响
应国家和省委号召，以测绘地理信息
技术为支撑，打造黄河治理的底板工
程。河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直属单位
河南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依托国土空
间基础信息平台，着手构建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应用系统，支撑黄河区域
的空间规划和生态治理。

河南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研发的黄
河流域（河南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地理信息系统，集成了黄河治理相关的
多部门数据，打造了沿黄区域的三维立
体“一张图”，通过不同时段的无人机航
测，直观展现了郑州等地重点工程进度。

目前，河南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已完成集地形三维、0.8米分辨率卫星
影像、1∶1万地形图、国情普查、三调、
永久基本农田、湿地资源、林地、鸟类
分布、自然保护地、地灾、矿产等为一
体的自然资源本底数据库及三维立体
一张图建设，获取了沿黄大堤外扩5公
里范围共 11000平方公里的 0.2 米高
清航空摄影，正在制作高精度数字正射
影像和数字高程模型，并准备在重点区
域制作1∶2000大比例尺地形图。

为黄河综合治理摸清底数

根据治理需要，河南省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首先构建了黄河区域的时空数据体
系，全面、丰富展示了黄河各方面现状。

“我们集成了黄河治理相关的行
业数据。”河南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有

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数据涉及多个领
域，有专业管控数据，如基本农田、生态
红线；有规划数据，如生态核心区、涵养
区和特色种植区；有土地管理方面表达
地类和权属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有林
业数据，包括湿地、自然保护区及保护
动物分布；有矿产方面拥有探矿权和采
矿权数据，用于服务生态修复和矿山治
理；有易发区和隐患点分布的地灾数
据；还有水利数据和社会经济类数据。

“这些数据为我们打造了二维三
维一体的应用场景，也是黄河治理的
地理底板。”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拥
有表达实景的三维地形数据、建筑物
模型数据，可以很直观反映情况。比
如，在小浪底三维图中，可以看到大坝
真实场景和地形起伏；在黄河豆腐腰

地区（即东坝头村）三维图中，展现了
建筑物实景三维，逼真还原村庄风貌。

通过构建统一的黄河区域本底数
据库，为黄河的综合治理摸清了底数，
能有效避免各地项目规划和实施中的
冲突，提高科学统筹能力。

为各类项目提供科学决策

在黄河流域治理中，河南省基础
地理信息中心构建的这个系统可以精
准澄清底数，详尽、客观的数据成果可
以支撑更加科学的决策，为治理提供
重要依据。以大堤界线为例，经过数
据汇总发现，在界线内仍有耕地近
195万亩、住宅用地 29万多亩。另外
在林业、矿产、地灾、社会经济等行业
也实现了快速的数据支撑能力。

河南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有关负
责人以一个地区生态治理为例。他说，
使用这个系统，可以划定具体范围，快
速获得这个区域的现状、人口数量和治
理成本等现状信息：该区域涉及哪些乡
哪些村，有多少人，还有湿地、耕地、住
宅等13个大类、50余个小类的面积。

在项目规划中，使用该系统，可以
实景呈现规划后的场景。比如，生态
廊道建设规划，不仅可以在三维场景
中呈现未来的规划效果，还能看到有
树、有草、有花、有鸟的局部细节，能够
沉浸感受规划效果。

“通过这种真实再现的表达方式，
可以使规划更加符合我们的预期，有

效减少前期规划和后期实施的差异。”
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项目实施方面，该系统也有辅助
决策的作用。以东坝头村滩区居民迁
建工程为例，可以看到需要征迁范围，
确定补偿标准后，进行拆迁分析。通过
周期性的数据采集，可以跟踪拆除进
度，查看拆前、拆中和拆后的状态，最终
生成分析报告。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该系统在现
状分析、项目规划、项目实施等不同阶
段，都能发挥出重要作用，提供科学辅
助决策。

下一步，在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党
组和河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党委的领
导下，河南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计划
建立高精度的全景三维立体的数据体
系，将黄河规划、项目实施等数据集成
在一张三维底图上，为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好地理信息支
撑，为各行业项目落地提供更多服务。

●省、市、县三级补贴资金
共 356万元

●2503 户苹果种植户获
得 2.27亿元的风险保障

●财政资金补贴效应放大
了近64倍

根据此次试点规模

（上接第一版）在保留原事业身份和待遇不变的前
提下，可以选择到生物育种中心工作，实行企业化
管理，享受所聘岗位的薪酬。研究取得的成果署名
权归原所在单位，处置权和受益分配权归中心，加
快种业科技成果转化速度。

“此举旨在破解种业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
碍，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体制内科研机构的育种
研发优势，同时企业化管理可以解决事业单位运
转效率偏低，创新动力活力不足的问题。”张新友
坦言。

不仅吸纳省内顶尖团队，而且国外智力“加持”
不断。为了弥补在蔬菜育种方面的短板，生物育种
中心全职引进了世界领先种企荷兰瑞克斯旺种业
集团前常务董事、德国区总经理 Georg Koch 博
士，负责蔬菜团队组建并开展育种工作。

“针对育种研发中遇到的一时难以解决的技术
问题，我们加大对外科技合作，借助外力提升创新
能力。”生物育种中心建设指挥部研发部负责人郑
峥介绍，生物育种中心已经与农业学科综合实力排
名全球第一的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开展了实质性合
作，通过“订单式”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带着任务去学
习、开展联合攻关，任务完成后回到中心工作，为中
心提供强有力的技术和人才支撑。

育种专家协同创新，生物育种中心基因分型技
术等育种技术进展显著，共有21个农作物新品种通
过审定或登记，另有 228个农作物新品系正在参加
国家或省级区域试验。

“将来，生物育种中心要打造成全球生物育种
创新引领型新高地、我国种业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

‘试验田’和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种业‘航母’。”张新
友表示，未来借助这一国家级创新平台，更多农产
品将装上优质“中国芯”，为“中国碗要装中国粮”提
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一座集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合作交流等功能
于一体的生物育种产业创新平台正拔地而起。③9

“植”入大平台
“育”出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