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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辉

春和景明惠风畅，繁花如锦尽芳
菲。3月 9日清晨，朝阳刚刚跃上地平
线，晨练的人们便跟久远的城墙“打起
了招呼”。

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的郑州商
城遗址公园，林木勃发、花香四溢。清
晨或傍晚，附近不少市民总习惯性地
来到此漫步游玩、休闲锻炼。

“这里相当于一个没有围墙、可随
时来游览休闲的露天博物馆，在这里
休闲健身，感觉特有文化味儿。”正在
公园散步的海女士乐呵呵地说。

保护与利用结合，公园邂逅古文
明；遗址与生态牵手，塑造城市新地
标。在郑州，越来越多的遗址生态文
化公园在提速建设中让人们与历史更
好地相遇。

郑州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的重
要发祥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世
界文化遗产 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83处 89 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
位 123处，还有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点
近万处。

一边是古老而厚重的遗址，一边
是现代时尚的城市生活，二者如何和
谐共生？郑州在全国率先探索出“生
态保遗”新模式，将文物遗产遗存保护
展示与生态建设、人民群众社会文化
活动空间、城市建设发展相结合，使古
遗址融入现代生活。

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
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活”起来，打造国家黄河

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郑州市实施生
态保遗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19—
2021年），提出构建特色鲜明、保护有
力、环境优美、布局合理的遗址生态文
化公园体系，促进形成遗址保护优化、
生态环境美化、文化内涵突出、城市形
象凸显的全国文物分布密集型城市全
域保护利用示范区。

来自郑州市文物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去年年底，郑州市开放和新建
遗址生态文化公园 107处，其中 44处
已建成开放、绿化面积近万亩。郑韩
故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大河村遗址
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

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

郑州南部的新郑市。走进公园，沿着
城墙上的步道可以一览新郑城市美
景，俯瞰遗址风貌，通过观看景观小
品，人们还可以了解郑韩文化，与古文
明“亲密接触”。

经过反复科学论证和研判，新郑
市着力在遗址的环境整治、保护展示
和有效利用上寻找“平衡点”。从确定
公园内部的花草树木到布局各类景观
小品再到遗址公园建设的方方面面，
首先考虑如何降低建设对遗址的影
响，最大限度地保护郑韩故城遗址，在
保护的前提下增加遗址的观赏性和体
验性，让文化遗址鲜活起来。

在郑州市主城区，遗址生态文

化公园共分城市型（四环以内）、城郊
型（四环至绕城高速之间）和郊野型
（绕城高速以外）三个类型。位于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苑陵故城遗
址生态文化公园，是郊野型遗址生态
文 化 公 园 的 代 表 。 该 公 园 占 地 约
1920亩，以再现中原地区农耕时代生
产生活为主线，打造出“六圃九囿”景
观。

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

在文化遗址上建起生态公园，便
是科学保护利用文物资源、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具体实践。
这是一种生态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既
延长了城市的生态链，又增强了人与
遗址的互动，改变“地下气象万千”不
为人知的状况。

河南省和郑州市对文物及历史遗
址的保护利用，也受到故宫博物院原
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的赞
许。在他看来，通过建设遗址生态文
化公园，可以科学保护、净化、美化遗
址环境，使文化遗产资源有尊严地展
示出来、鲜活起来，真正融入人们的现
实生活，最终实现遗址资源全民共享、
传承后人的目标，不断赋予人们成长
进步、奋进前行的力量，这也正是文化
的力量。③6

本报讯（记者 杨凌）“十四五”开
局之际，宇通客车海外市场再创佳
绩。3月 8日，记者从郑州宇通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获悉，继 2019年首次进入
丹麦市场之后，宇通客车再次赢得该
国最大批量纯电动客车订单。55辆宇
通 E12纯电动客车日前已运抵丹麦，
预计于4月投入运营。

据悉，这批车辆由法国最大的公
共交通运输集团Keolis公司在丹麦的
子公司采购，车辆投运后，将进一步提
升丹麦公共交通的绿色化水平。值得
一提的是，这批车辆加入后，宇通纯电
动客车在丹麦的市场保有量也大大提
升，其市场占比将超过60%，成为丹麦
公共交通运营车辆中数量位居第一的
纯电动客车品牌。

根据丹麦政府要求，自 2018 年
起，丹麦公交车全部招标为零排放车
型。2019 年，通过竞标，宇通从众多
国际知名品牌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
出，成功拿下了丹麦首批纯电动客车
订单。

精益求精的追求和强大的综合实
力是宇通客车能够在欧洲不断扩大市
场版图的根本原因。2020 年 7 月，
102 辆宇通纯电动客车分批交付挪
威，创下中国出口欧洲最大批量纯电
动客车的纪录；随后，宇通客车位于法
国的欧洲配件中心正式成立开业。截
至 2020年年底，宇通在欧洲的整车销
量已经达 9000多辆，产品遍布法国、
英国、西班牙、挪威、保加利亚、俄罗斯
等国家和地区。③4

□丁新科

近期，气温波动较大，给农业生

产带来一定困难。连日来，滑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魏凤梅微信

响个不停，全是咨询春管春耕问题

的老乡留言。为指导农民做好田间

管理，全省派出农技人员奔赴田间

地头，提供技术支持，为保障丰收夯

实基础。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在河南说

吃饭、种粮，有着特殊的意义。河南

用全国 1/16 的耕地生产了全国 1/10

的粮食、超过 1/4 的小麦，粮食总产量

连续 4 年稳定在 1300 亿斤以上，不仅

解决了 1 亿人口吃饭问题，每年还外

调原粮及制成品超过 600亿斤。扛稳

粮食安全重任，让“中国碗”盛上更多

“河南粮”，河南功不可没。

但同时也应看到，河南农业大而

不强的现状并没有完全改变，农产品

众多，但产值大、带动效应强的品牌

企业少，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仍不够。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健康，人们

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倒

逼着农业持续转型升级。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对“三农”工

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要打好粮食

生产王牌，努力在提升粮食核心竞争

力上走在前列。种好粮、吃好饭就像

一 根 金 扁 担 ，一 头 连 着 农 民 的“ 腰

包”，一头连着百姓的“舌尖”，扁担中

间就是粮食核心竞争力。

粮食核心竞争力在哪里？一是

耕地，打破“望天收”，真正做到旱涝

保 收 ，这 是 现 代 农 业 的 必 然 要 求 。

河 南 还 要 持 续 加 强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完善农田基础设施。二是优质

农产品，“种什么”至关重要。比如，

近年来河南优质小麦种植面积不断

扩大，优质小麦每斤售价往往高出

普通小麦 0.1 元。别小看这一毛钱，

这 对 于 保 障 种 田 农 民 收 益 意 义 重

大。三是科技创新，现代农业离不

开科技的强力支撑。我省活跃着小

麦专家郭天财、许为钢、茹振钢，玉

米专家程相文等一大批专家学者。

农产品品种繁多，农业产业链长、覆

盖面广，现代农业呼唤更多的苹果

专家、草莓专家、车厘子专家、工程

机械专家。四是培育现代化农业企

业，尽管我省有着三全、思念、双汇

等农业龙头企业，但对于河南来说，

龙头企业数量仍偏少。农业龙头企

业、品牌农业企业数量越多，整合产

业链能力越强，带动农民致富效应

则越显著。

担好“金扁担”，河南大有可为。3

本报讯（记者 郭歌 李宗宽）3月
9日，记者从洛阳市图书馆获悉，为推
动洛阳都市圈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
展，全面深化洛阳都市圈五地公共图
书馆交流与合作，促进五地公共文化
服务提质增效，日前，洛阳市图书馆分
别与济源、焦作、平顶山、三门峡等四
地图书馆进行对接，共同成立洛阳都
市圈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

据了解，洛阳市图书馆与焦作、平
顶山、三门峡、济源等地图书馆就加强
馆际间公共文化服务交流、建立资源
共享机制、推动洛阳都市圈公共阅读
服务一体化发展进行了具体协商，并
达成共识，共同签署了《洛阳都市圈五
地市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五地图书馆
将依托“山水相连、文脉相承”这一
优势，联合开展黄河文化、河洛文化
等彰显地方特色文化的主题展览、
名家讲坛、经典诵读等活动，加强黄
河文化专题数据库建设合作，推动
馆藏自建地方特色阅读资源共享，
建立联合参考咨询工作机制，逐步
实现馆藏图书书目数据共享和读者
证互认服务功能，共享各馆优质阅
读资源，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更好地满足洛阳都市圈广大
读者阅读需求。

随着洛阳都市圈公共图书馆服务
联盟的成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诵读、征文活动”将在五地图
书馆同步开展。③9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曾倩 本报通讯员 董振万）

“汤鲜肉香，面片筋道，太棒了！”3月 9
日，正在海上作业的我国某科考船船
长吃过方城烩面，赞不绝口。

据了解，日前，通过有关部门食品
检验，100 多箱盒装方城烩面端上科
考船餐桌，成为出海餐饮中具有地方
特色的美食之一，受到科考船上人员
的称赞。

方城烩面起源于上世纪 70年代，
经过近 50年的发展，已实现从手工作
坊向工业化生产转变，目前，全县从事
方城烩面的商家达2800多家。

近年来，该县为打破方城烩面“走
不出城、跳不出碗”的僵局，创新研制出
自煮型、自加热型盒装烩面产品，年产
销量达40多万箱。同时，以面为媒，该
县举办了首届方城烩面节，通过网络向
全球直播，视频点击量达4000多万次；
成立烩面行业协会，创新推出“烩面贷”
系列贷款产品，意向授信方城县烩面行
业协会3亿元。通过一系列措施，全力
支持方城县烩面行业做大做强，朝着标
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和产业化方向发
展。方城烩面已走出方城，遍布北京、
广州、郑州等城市，成为全国知名特色
餐饮品牌和方城城市名片。③5

郑州开放和新建遗址生态文化公园百余处

古遗址“走”进现代生活

洛阳都市圈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成立

方城烩面端上科考船餐桌

宇通赢得丹麦最大批量纯电动客车订单

郑州庙沟遗址生态文化公园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3月 8日，项城市王明口镇现代化农业示范田，智能化植保机在喷洒生物农
药。近年来，该市把飞防无人机、大型智能播种机和智能采收机等用于农机装备
中，基本实现了农作物全程机械化智能管理。⑨3 王洁石 摄

插图/王伟宾

本报讯（记者 陈辉）3 月 9日，记
者从省通信管理局获悉，今年全省信
息通信业重点任务已明确，充分发挥
信息通信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
作用，谋深谋实5G项目建设和应用场
景，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现代信息通
信枢纽和信息集散中心，全面赋能河
南经济社会发展。

2020年，全省信息通信业加快推
进 5G 网络建设发展，提前超额完成
网络信息扶贫任务，切实加强电信和
互联网行业监管，行业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今年，全行业将围绕信息赋能作用，
加快建设网络强省。聚焦 5G 新基
建，强化战略规划引领，加快 5G基站
规模部署，确保全省新建 5G基站 5万
个，县城以上城区 5G 网络覆盖进一

步优化，实现乡镇、农村热点区域全
覆盖。聚焦构建 5G 应用生态，持续
提升 5G产品供给能力，完善 5G应用
培育机制，加快推进 5G 重点行业应
用，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上实现新提
升。聚焦数字乡村建设，全面完成第
六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 500个行
政村 4G 基站建设任务，加快实施农
村 5G、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
领域融合应用。持续完善技术手段，
构建网络安全综合保障体系，强化工
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网络安全防护，扎
实推进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聚
焦电信服务管理，加强市场竞争行为
监管，组织开展电信服务质量提升专
项行动，切实解决用户反映的热点难
点问题。③6

全省信息通信业今年工作目标敲定

打造全国重要的现代信息通信枢纽

舌尖上的中国流淌着河南着河南““粮香粮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