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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1月 26日，省委宣传
部慰问组赴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西柴厂村、鹤山区鹤壁集镇杨
庄村看望慰问第七届河南省道德模范郭连凤和2019年度“河南
好人”姚爱梅。

当天上午，慰问组一行先后来到郭连凤和姚爱梅家中，详细
了解她们和家人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送上慰问金及大米、白
面、食用油等慰问品，并提前向她们致以新春问候。

1994年，郭连凤结婚不久丈夫便意外身亡。公婆再三劝她
改嫁，但她提出要求，对方必须愿意和她一起赡养老人。此后，
她虽与现在的丈夫肖玉明结婚，但两人 25年不离不弃侍奉老
人、抚养孩子，其事迹感动了很多人。在 2019年 12月举办的

“德耀中原”第七届河南省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郭连凤被评为
“孝老爱亲模范”。

2006年，姚爱梅患有肾病的丈夫病情恶化，为挽救丈夫的生
命，27岁的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捐肾救夫。2012年，姚爱
梅的丈夫最终因病情太重不幸离世，她强忍悲痛，咬紧牙关，不抱
怨、不退缩，一边照顾家中老小，一边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并偿还
因给丈夫看病带来的高额欠款，用自己的坚强和乐观支撑着整个
家。2019年12月7日，省文明办公示了2019年度“河南好人榜”
上榜人物，姚爱梅名列其中，被评为孝老爱亲类“河南好人”。

省委宣传部慰问组表示，孝道文化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道德模范和“河南好人”又是社会正能量的引领者、倡
导者，希望郭连凤和姚爱梅继续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用自己的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凝聚起崇德向善的正能量；各级各部门要
主动关心道德模范和“河南好人”的工作、生活情况，帮助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并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引导社会各界关心关
爱先进典型，在全社会形成向上向善的好风气。③8

省委宣传部看望慰问省道德模范
郭连凤和“河南好人”姚爱梅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李卓 施
书芳）1 月 26 日，“空中丝绸之路”中匈航
空货运枢纽项目签约仪式在郑州机场举
行，根据协议，河南机场集团将在欧洲合
作设立海外货站，这在我国民航业还是第
一次。

当天，河南机场集团与中欧商贸物流
合作园区责任有限公司达成协议，郑州机
场将与中欧商贸物流园建立全面战略合
作关系，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建立海外货
站，推动郑州至布达佩斯定期航班的落
地。海外货站在我国以郑州机场为集散
枢纽，在欧洲以布达佩斯为集散枢纽，通
过开通定期航班将郑州和布达佩斯作为
联通的窗口，并集成各个环节向客户提供
一站式服务，实现跨境贸易货物在中欧之
间的集疏。

“郑州机场海外货站，是指在境外机场
建设，且可为此间往返郑州机场的货物提
供装卸、仓储、通关、分拨等地面操作服务
的场站。”河南机场集团货运公司董事长常
晓涛介绍，海外货站以专线物流模式为基
础，通过串联国内外资源优势，为进出口货
物提供并延长地面服务链条，提供通关、多
式联运、境外配送等综合性、一站式物流服
务，以有效解决航空跨境贸易物流目前面
临的物流时效、“最后一公里”派送、物流环
节全程可视化、清关效率、售后服务、本地
化运营等问题。海外货站建立以后，还将
通过“海外货站信息服务平台”，实现郑州

机场与布达佩斯机场货站之间的数据互联
互通。

“此次协议的签署是匈中经济关系的一
个重要事件，我们将全力支持匈牙利企业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中方企业开展创新与
务实合作。”匈牙利创新及科技部国务秘书
莫索奇·拉兹洛博士在视频致辞时表示，双
方将共同努力，拓展物流合作通道，搭建数
字平台，建设现代化仓储货站，推动两国在
物流和服务贸易等领域全面深入合作。中
国驻匈牙利使馆公使衔参赞刘波表示，河南
机场集团此次选择匈牙利实施航空货运枢
纽项目，搭建中匈“空中丝绸之路”，非常具
有战略眼光，将竭诚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
为该项目保驾护航。

近年来，郑州机场凭借丰富的航线网
络、一流的综合保障能力、全国领先的通关
环境，国际航空货运业务得到快速发展，业
内地位不断提升。2020年，郑州机场航空
货运量增加 11万吨，总量近 64万吨，排名
提升至全国第 6位，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
航空货运枢纽。

“设立海外货站是郑州机场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的创新举措，可增强物流产业链
自主可控能力，实现‘国货国运’。”河南机
场集团董事长康省桢说，郑州机场建设海
外货站，一方面可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大
幅度提升货邮吞吐量；另一方面能解决跨
境电商的发展需求问题，为河南发展跨境
电商提供强大物流基础支撑。③5

“空中丝路”又添“新一站”

郑州机场将设海外货站

□李保平 谢相男

1 月 7 日 凌 晨, 郑 州 最 低 气
温-12℃，创造郑州 20年以来冬季最
低气温的记录。

千家万户，在温暖的室内享受着
融融暖意时，大家所不知道的是，为保
障河南的巨量天然气供应，燃气铁军
中国石油天然气销售河南分公司（以
下简称“河南分公司”）的销售人员范
磊正绷紧着弦，一刻也不敢掉以轻
心。五加二，白加黑，紧张的取暖季还
没过，就已经使这个小伙子瘦了一大
圈。

“让每一户百姓都能温暖过冬，是
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是央企的使命，
具体到河南分公司来讲，就是我们的
责任和担当，这一点上，容不得有一丝
一毫的失误。”河南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王喜成说的斩钉截铁。

在全国天然气供应缺口很大的情
况下，2020年，河南分公司以近 65亿
立方米，同比增长 6.8%的供气量，保
障了今年的供暖季安全用气，使河南
老百姓能够温暖过冬，把党和政府的
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王喜成介绍，中国石油天然气销
售分公司和河南的合作源远流长，西
气东输管线建成投产以来，中国石油
在河南省建设天然气管道近 1500公
里，受益人口近 4000万；河南分公司
成立后，累计供应天然气181.7亿立方
米，替代标准煤 2361.9 万吨，减少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粉尘等有害物排
放 106.5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酸性气
体排放 7659.6万吨，相当于种植了近
5个河南省面积的阔叶林，为绿色河

南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无论是在“抗疫一线”，还是在“六

稳六保”前沿，还是在绿色可持续发展
战场，中国石油天然气销售分公司始
终和河南人民肩并肩，心连心，为护好
河南的碧水蓝天交出了优异答卷。

坚强政治保障的稳定器

2017 年入冬后，天然气价格暴
涨，LNG（液化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扬
至历史新高，中原腹地大部分城市陆
续出现燃气供暖不足的“气荒”现象，
给部分下游产业带来巨大冲击。为积
极应对市场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河
南分公司兵分五组，对域内全部56家
用户进行上门走访，一对一详细了解
客户冬保民生用气需求、储气调峰设
施以及应急反应能力，对比往年气候
与需求变化规律，合理锁定冬保资源，
切实保障让气于民，确保居民温暖过
冬。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
蔓延和国际油价的史诗级暴跌双重挑
战，河南分公司党委临危不乱，仔细研
判，精确判定，有效保障疫情之下的寒
冬依旧温暖。疫情防控以来，河南分
公司上下一心，全力帮助河南省内广
大企业复工复产，助力地方经济平稳
运行。

近年来，河南分公司紧紧围绕“奉
献清洁能源，服务和谐社会”的中心承
诺，大力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内
部纵横协调、齐心协力，外部企地合
作、多方协同，既切实完成采暖季天然
气保供生产的“硬任务”，同步做好让
利于民，营造燃气入户惠民工程的“软
环境”，积极建设河南省信任、中国石
油放心、老百姓满意、经济效益好、管
理水平高的燃气企业，努力成为中国
石油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典范，在保障
天然气资源稳定供应，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发挥主力军作
用。

绿色发展的助推器

改革的政策推动到哪里，他们就
把优惠普及到哪里。

国家《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
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后的第一时间，
河南分公司就把天然气直供到龙鼎铝
业公司，这家位于河南省新型工业化
示范基地伊川产业集聚区东园的铝加
工企业，于 2016 年 9 月 24 日正式通
气。

龙鼎铝业董事长韩成艺说，他们
的产品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其中一
个最有力的支持来自天然气直供。从
最初的担心燃气价格贵，到发现综合

效益明显，韩成艺感慨万千。经济性
上看，煤制气厂占地大，天然气一根管
子就通到车间了。煤制气厂每天三班
倒，工人也要 20多人，用天然气最多
只需要一个人值班，既节约了人工成
本也减少了占地面积。最主要的是天
然气热值是煤制气热值的 5.15倍，在
热效能大幅提高的同时，烧铝过程中
的温控更加稳定，铝产品合格率也明
显提升。环保性上看，用天然气比煤
制气更加干净、安全。龙鼎铝业还因
采用天然气做燃料和采取相关环保措
施，荣获2017年伊川绿色环保企业称
号。

说起河南分公司的服务，龙鼎铝
业技术总监刘开元竖起了大拇指：“这
可不是夸的，这些年的合作，让我们切
实体会到中石油大品牌的专业化服
务。他们说到做到，为了让我们这些
工业用户早日用上清洁能源，不仅专
门铺设了 3.5公里长的次高压管线到
我们厂区，还特意为产业集聚区内企
业建了一座调压站。气源上优先保证
供气稳定，气价上给予优惠，解除了我
们在燃料减排上的巨大压力。”

气化河南的生力军

去年 7 月 29 日，骄阳似火，在河
南省博爱县磨头镇太子庄“煤改气”作

业现场，施工人员汗流浃背，但紧张的
管道焊接作业仍在继续，四溅的焊花
平添了一份火辣辣的热。

作为工程项目管理方，河南分公
司安全总监表示，这仅仅是河南分
公司推进“村村通”工程建设的一个
施工现场，他们的目标是加快工程
建设进度，争取早日把天然气送到
村民家中，早日让老百姓用上清洁
能源。

据介绍，2017 年至今，河南分公
司“村村通”工程惠及 61 个村，铺设
管线 452 公里，覆盖居民 15.2 万户，
重点乡镇覆盖率达 90%以上。今后 3
年，计划铺设管网 812 公里，将覆盖
91个乡村，从而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

作为华北平原上的农业和人口大
省，同时又是新兴工业大省，我省面临
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双重重
任，大气污染防治压力一直很大，进一
步扩大天然气利用规模，加快推动城
镇居民、公共服务、采暖等领域“气代
煤”工程，不断提高城镇气化水平，鼓
励天然气下乡、推进新型工业、高技术
企业利用天然气，是我省的一项重要
工作。

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2018年 12
月，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销售河南分公

司与原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河南
分公司整合成立，以“批零一体”改革，
充分发挥中石油天然气整体优势，提
升整个产业链价值，减少管理和运营
成本，减少中间环节，努力降低用气成
本，让更多老百姓用上天然气清洁能
源，实现企业提质增效，催生“1+1>2”
效果，企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确保国
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实现了企地共赢。

根据城市发展，河南分公司不断
增加城市管网体系，同时密切配合地
方加快新城区建设，完善燃气管网配
套设施，促进人气商气迅速集聚，河南
公司城区天然气管网从无到有，逐步
发展到 450余公里，惠及沿线数万居
民用户。

保障老百姓温暖过冬，倾力河南
绿色发展，河南分公司把源源不断的
清洁能源输送到中原大地，中原大地
绿色发展的“造血”功能不断增强。经
济社会加快发展，环保成效开始逐步
显现。河南省蓝天白云逐步增多，大
气质量恶化趋势得到扭转，主要污染
物浓度大幅下降，水环境质量稳步提
升，好水断面不断增加。

今天，行走在中原大地，天更蓝、
地更绿、水更净，生态环境越来越美，
民生指数大幅提升。一幅青山绿水、
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态文明建设美好图
景正在徐徐展开。

王喜成说，展望未来，河南分公司
将一如既往地全面履行央企三大责
任，在天然气能源业务开发与推广领
域进一步深化合作，为中原崛起更出
彩，以服务国民经济尤其是河南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为己任，努力为助推地
方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为了庄严的承诺
——中国石油天然气销售河南分公司保障中原百姓温暖过冬纪实

本报讯（记者 栾姗）从高空俯瞰，郑
州市郑东新区象湖畔有一座酷似螺旋桨
的独特建筑，寓意“创新是引领河南发展
的第一动力”。1月 26日，历经两年的建
设，这座彰显中原创新精神的地标性建
筑——河南省科技馆新馆主体工程建
成。

据介绍，河南省科技馆新馆总建筑面
积13.04万平方米，总投资估算为20.37亿
元，不仅是河南省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
资最多的公益性投资项目，也是国内在建
最大规模的科技馆，在全球科技馆中也居
于前列。

河南科技馆新馆自筹建之日起就受
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关注，成立了由省
发展改革委、省科协、郑州市政府等 20
多家单位组成的新馆工程建设指挥部，
经过严谨的代建招标，监理、造价及总包
单位招标，确定由全国首个行业全覆盖
房建总承包特级企业——中建三局集团
有限公司（中原）作为承建单位，黄河勘
测规划设计研究院作为代建单位。

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参建单位在交付
工期紧、施工任务重、技术难度高的情况
下，先后克服了疫情防控、扬尘管控、春节
施工、深坑施工等诸多困难，确保各节点
目标顺利完成，创全国同类工程最快速
度，项目质量安全管理、投资和进度控制

均保持较高水平，跑出了“河南速度”，铸
造了“河南质量”。“新馆主体工程建成并
顺利实现相关责任主体竣工验收，已具备
馆内陈列布展条件。”中建三局项目经理
赵毅说。

河南省科技馆新馆备受关注，还在于
它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件“高科技产品”。
采用“馆塔相映，一轴四园”格局，主场馆

和圭表塔一横一纵，结合建筑布局构建四
个不同主题的广场园林。主场馆地上四
层，设置宇宙天文、动物家园、智慧人类、
童梦乐园、创享空间、探索发现、交通天
地、人工智能8个常设展厅，主场馆内的球
幕影院是亮点之一，采取的是国内领先、
直径 28米球壳体结构。圭表塔是高度为
100 米的观光塔。另外配套建设了西广

场、科学广场等。
主体工程建成，意味着河南科技馆新

馆进入开馆“倒计时”。省发展改革委主
任何雄说，河南省科技馆新馆建设目标定
位是“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现代化科技
馆，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具备国际视野、彰
显中国气质、富有河南特色、符合大众审
美的科技文明展示窗口。③6

河南省科技馆新馆项目主体全貌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郭歌）
1月 25日，记者获悉，经过
考古发掘，汉魏洛阳故城
遗址宫城二号殿和部分宫
城道路面貌日渐明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副研
究员刘涛介绍，目前宫城二
号殿建筑遗址的夯土台基
东半部和台基外侧地面已
初现“真容”，在台基外侧还
发现了台基包砖、白灰墙
皮、脚手架坑、沟槽等遗迹。

夯土台基位于二号殿
建筑遗址发掘区中部，大
致呈“凹”形。参考北魏宫
城和太极殿的建筑轴线推
测，整个台基宽约70米。

“从夯土台基残存的立面看，夯土大致分为上下两层，这表
明台基可能历经多次修筑、扩建，至少存在两个时期的夯土堆
积。”刘涛说。

结合最新考古发现，宫城二号殿的“身份”逐渐清晰——它或
与文献记载中的“显阳殿”有关。显阳殿始建于北魏，依据相关文
献记载，显阳殿是北魏时期“大朝”太极殿北侧的“内朝”所在。

“通过布设探沟，我们发现了一处道路遗迹，初步判断应该
是西起阊阖门、东至建春门的东西向宫城道路。”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副研究员郭晓涛介绍。

该道路均宽43米，长约2510米。“从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
这条道路就是‘前朝’与‘后宫’的分界线。”郭晓涛说。

此次考古发掘还发现了大量西汉郡国的陶质五铢钱范。
“这是我们发现的首批西汉洛阳郡时期郡国五铢钱范，国内罕
见。”郭晓涛说，出土物品中还有西汉时期带有“宗庙”字样的瓦
当，这为探索西汉郡国庙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通过近期的考古发掘，了解了汉魏洛阳故城遗址的建筑
布局和保存状况，丰富了对北魏时期历史文化的认识，我们将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汉魏洛阳故城遗址的形制布局和时代
演变。”刘涛表示。③6

汉魏洛阳故城宫城二号殿“身份”之谜逐步揭开

它与文献中“显阳殿”有关？

出土的西汉时期带有“宗庙”
字样的瓦当。⑨3 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 供图

省科技馆新馆开馆“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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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宇宙天文、动物家园、智慧人类、
交通天地、人工智能等8个常设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