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唐宫夜宴小姐姐又‘复活’啦！”2月 25日晚，河南元宵晚
会如期上演，从荧屏中走出来的“唐宫小姐姐”偷偷溜进河南博
物院，穿越在灯光璀璨的郑州如意湖畔，流连于清明上河园花
灯满天的上元灯会，跨越千年，带领观众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元
宵节前夜。

节目伊始，几位由唐俑“复活”的唐宫小姐姐猫着身子，好奇
地打量着河南博物院的一个个文物。“嘣嘣跳，心儿嘣嘣跳……”
站在郑州地标千玺广场的汪苏泷演唱了一首《娱乐世代》，不仅
唱出了她们“复活”的心情，也让她们了解了唐朝千年后生机勃
勃的泱泱华夏。

伴随着武则天金简的神奇魔力，“唐宫小姐姐”转瞬来到了
洛阳应天门，一幅如梦似幻的“盛唐”画卷徐徐展开，大气华美
的盛唐气象尽展无遗。在富丽堂皇的洛阳隋唐洛阳城明堂里，
郑州歌舞剧院的演员献上了该院代表剧目之一《水月洛神》的
精华片段《芙蓉池》，她们曼妙的舞姿，展现了“水月洛神”的绝
美风姿。

“尘埃岂能掩芳华，炎黄浩瀚沐苍霞……”一曲《华夏》唱出
了中华民族自豪感；登封少林塔沟武校带来的《斗转星移》，400
余名武术演员组成的雄壮队伍在登封观星台下表演传统武术，
天人合一，气势如虹，展现出中华儿女英姿勃发、团结一心的精
神气概。

值得一提的是，歌手霍尊带来的古风歌曲《莲鹤方壶》别具
意义，莲鹤方壶是河南博物院首批镇馆之宝，1923年出土于河
南新郑，被誉为“青铜时代的绝唱”。

“莲，端庄大气，鹤，浪漫空灵，它们结合在一起组成莲鹤方
壶，是如此的诗意。”为这首歌作词的是郑州市艺术创作研究院
院长阮志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词作，让原本冷冰冰的文物有
温度、接地气、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

随着《清明上河图》的展开，唐宫小姐姐们一秒入画，来到
了开封清明上河园，歌舞《包青天》、河南坠子《小黑驴》、黄梅戏
《夫妻观灯》选段、豫剧《五世请缨》选段等陆续上演，整场晚会
在喜庆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此次晚会仍是主打优秀传统文化牌，融合了河南历史文化
中最耀眼的元素，比如文物、戏曲、武术等，采用“传统文化+现
代科技”的手法，将厚重历史与综艺节目结合起来，更加新奇有
趣、时尚多元。 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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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经过河
南高速交警一夜无眠融雪除冰，2月
25日 8时 55分，全省高速公路恢复
正常通行。

根据省气象台天气预报，2月 25
日晚上我省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发布消息，
雪后部分高速路段湿滑容易起雾，
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和
高速路况，注意行车安全。

为确保恶劣天气下高速公路安
全、有序、畅通，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

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实行三级管控措施，
根据高速公路能见度情况，采取加强
路面巡逻管控、间断放行、限速放行、
暂停施工、关闭管制路段沿线所有收
费站等保通方式，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高速警方支招，大雾天气行车一
定要减速慢行，进入团雾区域要保持
冷静。在能见度小于200米大于100
米时，时速不超过60公里，当能见度
小于100米大于50米时，时速不超过
40公里，同时应与前车保持正常车距
的2至3倍。进入团雾区域，要开启大

灯、雾灯、示廓灯，必要时还要开启危
险报警闪光灯。需要注意的是，不要
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在雾里会造成散
射，使驾驶员眼前一片雪白，非常危
险。雾天行车，变道、超车也是大忌。

此外，雾天行车路面能见度低于
50米时，要就近驶离高速或到服务区
停车休息。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
抛锚或事故时，要第一时间打开危险
报警闪光灯，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
置三脚架警示牌，车上人员要迅速撤
离到车外安全地带。③4

本报讯（记者 宋敏）2月 24日晚
至25日凌晨，郑州、新乡、焦作等地迎
来今年首场降雪。为应对大规模雨
雪天气，我省高速、铁路、民航等单位
以雪为令，连夜开展积雪清除工作，
确保交通运输安全畅通。

2月 24日下午至25日上午，受低
温降雪影响，为确保车辆通行安全，
全省高速公路实施了不同程度的交
通管制措施；截至 25日 9时许，全省
高速公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一夜大
雪，高速快速恢复正常秩序，这背后
是河南高速人的连夜奋战。他们启
动冬季恶劣冰雪天气应急预案，全力
除雪融冰，重点针对桥梁、陡坡路段，
增派人员，采取机械作业与人工清理
结合的方式，确保重点部位安全畅通；
对受困车辆人员，积极提供救援帮助，
供应食品、饮用水、衣物等生活必需
品。据初步统计，河南高速路政共出
动除雪设备 1246 台次、撒布融雪剂
1912吨、出动保通人员2250人次、提
供救援帮助385次。

针对本场降雪，铁路部门也迅速
行动，广大干部职工坚守一线，加大
对设备巡视巡检力度，对管内车站站
台、铁路道岔等处进行除雪作业，对
铁路沿线接触网和信号设备进行不
间断检查，及时清理设备覆冰，安排
专人负责对受电弓、沙箱等关键部位
进行检查试验，并要求机车乘务员加
强瞭望，保证列车安全行驶。

为保障旅客安全乘车，中国铁
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各大车站售
票大厅、进站口及站台边缘，都铺设
了草垫和防滑地毯；增设退票、改签
窗口，方便旅客办理退票和改签手
续。截至目前，铁路列车运行秩序
基本正常。

2月 24日深夜至25日上午，郑州
机场各保障单位协同联动、持续奋战，
全力做好除冰雪工作，始终保持安全
有序运行。降雪期间，部分航班受天
气影响取消，机场旅客服务部门加强
现场服务，帮助旅客办理机票退改签
等。截至 25日 8时，郑州机场已恢复
双跑道运行模式，累计为飞机除冰雪
40余架次，顺利保障 10多个进出港
航班起降，广大旅客有序抵离。③8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2月24日
5时至25日 5时，我省出现明显雨雪
天气，全省平均降水量 19.5mm，同
时气温骤降，并伴有雷电。此次雨雪
天气有效增加了土壤墒情，降低了森
林火险等级，缓解了旱情。

气象监测显示，24日 5时至 25
日 5 时，全省平均降水量 19.5mm，
沿 黄 及 以 北 地 区 降 水 量 超 过
20mm，鹤壁、新乡、安阳降水量分
别达40.4mm、35.7mm和29mm。

此次过程雨雪量大，强降雪时
段集中。北部和中西部地区普降
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强降
雪集中时段为 24 日 17 时至 25 日
2 时 。 最 大 降 雪 量 出 现 在 辉 县
（32.9mm），郑州市区 3小时降雪量
达16.5mm。截至2月 25日 5时，北
部、西部积雪明显，部分地区积雪深
度10cm以上。

另外，由于前期我省气温较高，
受强冷空气影响，在气温骤降的同
时，多地出现今年首次雷电活动，部
分地区出现雷阵雪。雷阵雪是一种
极为罕见的灾害性天气，一般发生
在比较寒冷的春天，特征是下雪时
伴随着雷声，主要原因是之前暖湿
空气势力较强，冷空气下来的时候，
产生了较强的对流天气，从而引发
了雷电活动。

此次降水过程对增加土壤墒情、
有效降低森林火险等级、改善空气质
量十分有利。2月25日6时全省230
个自动土壤水分监测结果显示，
0cm～50cm和 0cm～20cm干旱站
点分别减少了20%和 30%。随着雨
水继续下渗，我省旱情将得到解除。

省气象台预计，2月 26 日南部
小雨逐渐停止；28日，全省大部有小
雨。③8

最大降雪量出现在辉县

雪后有雾 高速交警支招安全出行

我省“铁公机”
恢复正常秩序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2月 24日
至25日，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降雪过
程，全省平均降水量 19.5 毫米，其中
沿黄及以北地区降水量超过 20 毫
米，极大缓解了当前的麦田旱情，对
小麦生长总体有利。

今年 1月以来，全省大部分麦田
墒情适宜，部分地区由于前期基本无
有效降水，缺墒明显，尤其是豫北、豫
西、豫中部分地区旱情持续时间较
长。

“此次降雨降雪极大缓解了旱
情，为小麦返青期生长发育提供了较
好的水分条件。”省农业农村厅粮作
处相关负责人说，此次大范围雨雪天
气对我省小麦生产总体有利，北中部
地区出现暴雪，豫北部分地区大暴
雪，新乡、安阳、鹤壁部分地区过程降
水量超过1月至 3月总降水量常年均
值。

降雨（雪）基本解除旱情。降雨
（雪）前我省农作物受旱面积406.4万
亩，主要分布在洛阳、三门峡、济源、
驻马店、安阳、焦作等地。这次降雨
（雪），三门峡、济源、驻马店、安阳、焦
作旱情基本解除，洛阳旱情得到极大

缓解。同时，降雨（雪）为小麦返青期
生长发育提供了较好的水分条件，能
够促进次生根发生，有利于多成穗、
成大穗，为春季管理赢得了主动。

此次降雨（雪）伴随着降温，但大
部分地区温度在 0℃以上，加上我省
小麦正处于返青期，对低温的抵抗力
较强，发生冻害的可能性不大。降温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部分麦田旺
长趋势，保苗稳健生长。

由于雨雪天气提升了田间湿度，
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小麦纹枯病、茎
基腐病等病害发生程度，也有利于豫
南地区小麦条锈病菌侵染、显症，并
加速扩展蔓延。对此，省农业农村厅
将继续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生
产一线，跟踪开展苗情、墒情、病虫情
调查，指导农户因苗分类管理。

农业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雨雪
天气后，对没有水浇条件的旱地和群
体不足的弱苗麦田，要趁墒适量追
肥，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对壮苗和优
质强筋麦田，实施水肥后移，促进小
花发育，争取穗大粒多。此外，要加
强对小麦纹枯病、茎基腐病等病害的
防控。③8

雨雪缓解旱情 有利小麦返青

◀2月 24日晚，焦作环卫工人雪夜作业保
畅通。⑨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摄

▲2 月 25 日，郑州
市郑东新区兴东市政的
环卫工人在清扫路面积
雪 ，保 障 市 民 出 行 安
全。⑨6 本报记者 聂
冬晗 摄

▲2月25日，郑州市工作人员在处理
被大雪压断的树枝，确保行人安全。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瑞雪兆丰年

迅速行动

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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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原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 12月 27日签订《资产转
让协议》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银国际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以下《资产转让清单》所载明的
全部债权及抵债资产，该等资产项下的所有从权
利以及相关的债权文件或产权文件，依法转让给
了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
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
借款人、担保人及其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等
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原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6日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 9月 20日

折合人民币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中原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还
清之日止。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
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表中折合人民币贷款本金金额（元）仅
供参考，贷款本金余额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
相关法律文书的规定为准。

4.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
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
有错漏，以委托人、受托人、融资方、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才高街6号
联系人：朱女士
电话：0371-61777592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转让资产清单：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生茂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共计

借款本金余额
（折合人民币）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担保人名称

保证：晋江晟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生茂集团有限公司、泉州市世
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康玛水

退职不褪色 离岗不离心
“今天荣退了，感到自豪和光荣的同时，更有对

服务群众工作的不舍，感谢党委政府对我们离任村
干部的关心和厚爱！我将做好与新班子的交接和
传帮带工作，继续关心村里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近日，洛阳市洛龙区李楼镇纪委协同镇党委对上届
村“两委”干部进行评选，万年青村原党支部书记王
白芹激动地说道。该镇从廉政建设、履职尽责、党
建引领等多方面，选出 25名优秀离任村“两委”干

部代表参加李楼镇离任村干部荣退仪式。镇党委
书记王雪丽为优秀离任村“两委”干部代表颁发纪
念杯等纪念品，并代表镇党委、政府表达感谢，感谢
大家多年来为李楼镇各村发展所付出的心血和汗
水。同时，鼓励大家“退职不褪色，离岗不离心”，把
优良的纪律意识、干事作风、团结精神发扬光大，继
续为李楼镇乡村振兴蓬勃发展建言献策，贡献力
量。 （李周俊）

履职尽责 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近日，平顶山市公安局新华分局民警将千辛万苦追回

的1.5万元现金交到失主刘某某手中。拿到钱的刘某某激
动地说：“真的太感谢了，你们真是为民服务的好警察。”

大年初一早上5时，新华区分局西高皇派出所在前
期分析研判的基础上，民警冒着严寒将涉嫌以贩卖银行
卡给信息网络犯罪嫌疑人的牛某某抓获，经过心理博弈
和法律教育，促使其交代了其他案犯及犯罪事实。之
后，民警顺藤摸瓜，一日之内先后抓获3名涉“两卡（银行
卡、手机卡)”诈骗犯罪嫌疑人，摧毁贩卖银行卡团伙 1
个，缴获涉案银行卡20余张，涉案资金50多万元。强力
攻坚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重拳打击诈骗
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成绩背后，是该局履职尽责、为
民服务的忠诚担当。警务机制改革以来，该局牢固树立
打击犯罪主业意识，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为己任，忠诚履职，勇于担当，组建了集综合指导、资
金研判、信息研判、预警反制、侦查打击为一体的网安队
伍，每天24小时不间断值守，随时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专项行动，形成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专业
力量。先后打掉各类电诈犯罪团伙3个，抓获各类诈骗
嫌疑人员35人，为人民群众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有力
地震慑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李山林）

新乡县交警扎实开展“零酒驾”创建宣传活动
为切实推进“平安守护”专项行动，进一步推动酒

驾醉驾治理和“零酒驾”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减少酒驾
醉驾违法行为，避免因酒驾醉驾导致的道路交通事
故，近日，新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教导员杨廷斌、副大
队长兼戚庄村政法村长李战胜带领宣传民警深入辖
区戚庄村，与戚庄村党员、干部共同组织开展“零酒
驾”创建宣传活动。活动中，首先由教导员杨廷斌宣
读了“零酒驾”创建活动方案、“零酒驾”示范乡村的创
建标准，并对创建“零酒驾”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强调，
随后副大队长李战胜发放并组织村民签订了《零酒驾
承诺书》，引导村民自觉从思想上、行动上重视交通安

全的重要性，提高文明交通意识和安全责任意识，并
倡导村民们发动驾驶人及其亲属参与酒驾宣传，营造
人人主动参与、自觉抵制交通违法的良好交通安全宣
传氛围。最后，宣传民警向村民发放了有关酒驾、农
村道路安全行车宣传资料，宣传安全驾车常识，通过
涉酒典型事故案例向群众讲解酒驾的危害及相关法
律处罚，以案说法，以理释法，告知广大村民要牢固树
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吸取血的教训，杜绝不良的驾驶
习惯，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
通过警民共建，示范引领、以点带面、辐射带动，让酒
后禁驾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王德换）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2月 25日，
国家文物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全
国共有 20个考古项目入围终评，其中
包括河南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淮阳时庄
遗址、伊川徐阳墓地3个项目。

据悉，这 20个入围项目来自全国
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那么，历史
底蕴丰厚、素有“考古大省”“文物大
省”之称的河南，入围的 3个项目都有
哪些特点？

巩义双槐树遗址：该遗址发现了
5300年前“河洛古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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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了中华文明
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
料。该遗址还新发现了 4300平方米
夯土建筑群基址、大型院落布局，已初
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开古代
大型宫殿式建筑形制之先河，堪称中
国最早的“宫殿”。专家认为，从发现
的三重环壕、巨型夯土高台宫宇建筑、
北寝南朝、左右并列、一门三道等遗存

现象看，双槐树遗址的宫寝宫宇“礼
制”布局直接影响了此后的陶寺和二
里头等夏商都城规划布局，是历史时
期都城规制的源头。

淮阳时庄遗址：该遗址发掘出土
了 28座夏代早期“粮仓”遗迹，以围墙
围成密集圆形粮仓，专用于粮食的集
中储备，是一种崭新的聚落形态。根
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粮仓遗迹相
当于中原地区的“新砦期”阶段，这是
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粮食仓
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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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川徐阳墓地：此次考古发掘表
明，伊川徐阳墓地是 2600多年前从中
国西北迁往洛阳伊川的陆浑戎墓葬群，
也是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首个戎人遗
存。该遗址通过多学科结合进行精细
化发掘和古DNA信息提取获得了大量
重要的信息，进一步印证了2600多年
前陆浑戎迁徙、融合的历史，对探索中
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融合与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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