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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21 日电 当地时间 3 月 20
日，中国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第三批疫苗运抵哥伦
比亚首都波哥大。应哥伦比亚总统杜克邀请，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民众发表视频讲话。

习近平指出，“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浩瀚的太
平洋阻挡不了中哥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建交41年
来，中哥关系得到历史性发展。中国已成为哥方全球
第二大贸易伙伴，中资企业积极参与哥伦比亚各领域
建设。双方人文交流精彩纷呈，中哥友好深入人心。

习近平强调，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两国团结互助、共克时艰，积极开展抗疫合作。不久
前，哥方采购的两批中国疫苗已经运抵，今天又有一
批疫苗送达，为哥伦比亚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助
力加油。希望中哥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加强
抗疫等各领域友好合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
哥友好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当天，正在外地考察的杜克总统专门举行特
别仪式，向全国播出习近平主席讲话。杜克表示，
感谢习近平主席和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对哥伦比亚
人民的深情厚谊和为哥方抗疫提供重要支持。发
展对华关系是哥伦比亚各政治派别的广泛共识。
哥方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哥中关系持续深化。

本报讯（记者 栾姗）3月 21日，记
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经省政府同
意，《河南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已正
式印发，这是我省率先在全国探索开
展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统一公共信用信
息目录编制和归集共享。

据介绍，编制全省统一的公共信用
信息目录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重要前提和基础。《河南省公共信用信
息目录》不仅明确公共信用信息“有什
么”“谁提供”“如何共享”等内容，而且
基本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
盖 42 个行业领域和 6 个公用事业领
域，7300个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

清单；分为基本信息、业务信息、司法信
息、行政执法信息等7大类，登记信息、
教育信息、资质资格信息、司法判决信
息、行政许可信息等40多个子类，为促
进信用信息跨部门跨区域共享共用夯
实基础，也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提供支撑。

省发展改革委将实时跟踪监测各
地各部门信用信息报送情况，适当增
加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工作在依法行政
考核、营商环境评价、政务诚信监测等
考核评价工作中的指标权重，促进公
共信用信息高效归集共享。③5

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民众发表视频讲话

▶当地时间3月20日，中国向哥伦比亚提供
的第三批疫苗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应哥伦
比亚总统杜克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
民众发表视频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河南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发布
率先在全国探索开展省市县三级统一归集共享

□本报记者 祁思元
本报通讯员 贾鹏波

“线儿长长，针儿密密，含着热泪绣红旗，
绣红旗……”3月17日，在孟津县会盟镇吕村
的党建文化广场上，河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
席、河南省豫剧院一团团长李金枝的一首豫
剧《江姐·绣红旗》，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原来，当地正在开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戏曲进景区”的专场演出，通过戏曲演唱的形
式向基层群众讲述党的故事，回忆红色经典。

演出结束后，身为孟津儿女的李金枝来
到铁炉村梨主题公园采风创作。

“这两年家里情况怎么样？”李金枝笑着
问梨农丁根太。

老丁目光扫过自己种的两三亩梨树，笑
得合不拢嘴：“党的‘三农’政策好！我现在
的收入比以前高多了，一年有十来万哩！”

76岁的老丁和老伴儿一同管理着自家的
梨园，授粉、施肥、浇地、松土、除草等活计从不
假手于人，用心守护着自己身后的一片财富。

“那您平时除了管理梨园，闲暇时有什

么爱好吗？”李金枝询问道。
“爱好谈不上。我闲下来就喜欢召集大

家一起探讨，把自己种植梨树时积累的经验
讲给村里有需要的人听，帮助大家共同提高
梨树种植技术。”老丁拍拍自己的胸口笃定
地说，“一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富！”

被问及这样做的初衷，老丁的脸上洋溢
出自豪的笑容，“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啊！现
在不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嘛，作为一名老党
员，我得带头给群众讲党史，为群众办实
事。”老丁爽朗地笑了起来。

“现在梨花满园、清香四溢，等到了采摘
节时我再来看您，大家一起分享收获的喜
悦！”李金枝和丁根太双手紧握告别。

“到那时，您一定要把您的作品唱给我
们听！”老丁再次笑出了声。

老丁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村里“抱团”
发展“梨经济”，一定能美了山坡，富了口袋，
往后的日子也一定会芝麻开花节节高。③4

下图 孟津县会盟镇梨主题公园内梨花
竞相开放⑨6 郭飞飞 摄

梨
园
里
的
笑
声声

本报讯（记者 宋敏）3月以来，郑州机场
国内进出港旅客量呈不断上升趋势。3月19
日记者了解到，即将到来的夏秋航季，多个航
空公司在郑州机场新开一批航线、航班。

3月 28日是民航夏秋航班换季时间。
换季后，南航将新开郑州至伊宁航线，恢复
郑州至西宁、桂林、张家界直飞航线，加密郑
州至哈尔滨、沈阳、贵阳、库尔勒、喀什、丽江
航线。新开的郑州至伊宁航线为每周一、三、
五各一班，郑州起飞时间为08：25，13：10到
达伊宁，14：00从伊宁返回，17：55回到郑州。

目前，南航在郑州机场国内航班量每
天达150班左右，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
平的 103%。郑州至伊宁航线开通后，南
航从河南始发的航线将达到53条，通达国
内 43个城市。其中郑州至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的通航点最多，分别是郑州至乌鲁木
齐、哈密、喀什等9个通航点。

此外，从 3月 9日起，西部航空已开通
郑州至长春往返航线，每天执飞。3月 28
日航班换季后，郑州至长春航线将调整为
每周一、三、五、日执飞。3月 28日后，西
部航空还将开通郑州至成都往返航线，每
周二、四、六执飞。

截至目前，西部航空已在郑州投放 7
架飞机过夜运力，换季后将达到8架，涉及
郑州进出港航线 23条，换季后将达到 25
条航线。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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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温小娟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戎人内迁伊洛”，在伊洛河
流域分布有多个戎人部落，其中有姜戎、陆浑之戎、伊洛之
戎等等。那么，戎人迁入中原后究竟在哪些地方“安家落
户”？在渑池鹿寺西遗址最新考古发掘中有了新的线索。

3月 21日，记者从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
渑池鹿寺西遗址新发现了38座春秋时期墓葬，这批墓葬
的器物组合和墓葬形制与洛阳徐阳墓地的中小型墓葬基
本一致，被考古人员推测为春秋时期的戎人墓葬。这是
中原地区继徐阳墓地后的又一处戎人墓地，再次印证了
春秋时期戎人内迁的历史史实，同时也对春秋时期内迁
戎人的分布情况提供了新材料。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多为南北向，多
数墓葬带有壁龛，葬式有仰身直肢葬和屈肢葬两种。”考
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亮说，随葬陶器主要为单耳罐、盆、
罐组合，这些出土陶器和墓葬风俗都跟春秋时期中国西
北地区戎人墓葬较为一致。

《春秋左传正义》记载，“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杜
注：姜戎，姜姓之戎，居晋南鄙”。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业务室主任燕飞说，文献中所记载的战役是春秋时期
著名的“崤之战”，“崤”指的是崤函古道，根据地方志等文
献记载，这次战斗发生地位于今洛阳市洛宁县东宋乡王
岭村交战沟，距离鹿寺西遗址仅20多公里。且鹿寺西遗
址所在的地方在春秋时期属于晋国的南部，故墓主极有
可能是战死的姜戎，他们骨骼较为粗壮，多数为男性。墓
葬的发现为研究戎人文化内涵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鹿寺西遗址位于渑池县天池镇鹿寺村西的台地之上，
是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包含有二里头、西周、
春秋等多个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存，在豫西地区极为罕见。

去年 7月，该遗址启动了第三次考古发掘，收获颇
丰。除了发现春秋时期戎人墓葬外，还发现有57座西周
时期墓葬，出土器物共计 430件套，主要以陶器为主，另
有卜骨、骨器、铅器、石器、铜器等。

“从葬俗特征来看，这批墓葬应为西周时期的殷遗民
墓葬，这是三门峡地区首次发现殷遗民墓葬，也是近年来
罕见的规模较大、族属单纯的殷遗民墓地。”王亮说。

“西周时期的殷遗民和春秋时期的戎人在当时都是
少数族群，在同一个遗址被发现，体现了它的特殊性。另
外，遗址发现的大量西周时期祭祀坑和窖穴，存在殉人和
殉马、殉狗、殉羊现象。”燕飞说，这里还发现一处二里头时期的凌阴遗存，也就是
古代的“土冰箱”，用来储藏一些肉类和粮食。这些重要的发现，对于探讨先秦时
期的文化面貌和时代变迁具有重要价值。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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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勋 冯刘克 张报峰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驱车行在郑
州金水区北三环上，道路两旁，茵茵绿
草、蓬发灌木、高挺乔木，高低错落，相
映成趣，满目生机盎然，扑面而来春之
气息。绿化带里的步道蜿蜒曲折、曲径
通幽，三两行人，穿行其间，感受着这个
日新月异的城市给生活带来的新变
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城市道路的改
造提升，带动了一片区域的有机更新。
在金水区委、区政府的高位谋划、高标
推进、匠心打造下，一条道路承载幸福
生活、串起万千繁华。

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总体布
局，为推动城市品质进一步提升，持续
改善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郑州市实施
了“一环十横十纵”道路综合改造工程，

其中“一环”为三环快速路，“十横”为金
水路、黄河路、三全路等10条东西走向
主要道路，“十纵”为经三路、未来路等
10条南北走向主要道路。金水区承担
了辖区内道路改造工作的重要任务。
其中，一期工程已于去年年底顺利完
成，创造出城区建设的诸多亮点。目
前，在总结一期工程建设经验的基础
上，二期工程涉及的北三环、陇海路相
关路段芳容初显，更具品质，已惠及周
边市民出行生活。

在道路综合改造过程中，金水区紧
紧围绕建设“高品质现代化城区”和实
现“两率先一争当”工作目标，打造“创
新智城 品质金水”城区品牌，主动考
察、学习国内先进城市改造成果，吸纳
借鉴其他同类工程优点，结合省会中心
城区定位和省直单位较多的特点，进一

步提质换挡，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深
化设计，力争做出舒朗、大气、精致，能
体现中原地区城市特色的道路街区，着
力塑造“品质高、秩序好、活力足、实力
强”的城区形象。

作为金水区道路综合改造项目的
建设单位，郑州金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邹会芳说：“北三环改造按照‘大
生态、微改造、增亮点’的总体原则进行
设计，围绕‘舒适’‘愉悦’的核心理念，让
道路变街区，通过一条主线串联起沿线
多姿多彩的主题式城市口袋公园，提升
居民幸福感，盘活道路两侧低迷的沿街
商业，营造特色便民的商业化氛围，实现
交通、绿化、功能、商业的交融互通，带动
文化经济一体化提升，为城市提供一种
新的风貌阅读方式。”

具体改造中，该区牢牢把握“通、平、

静、齐、净、亮、美”七字方针，通过统筹现
状道路路幅流量、周边环境、公共需求等
客观条件，一揽子解决交通拥堵、城市内
涝、建筑退界、停车困难、人车混行等突
出问题，打造“一街一景，一路一色，三季
有花，四季常青”的美丽宜居环境，真正
将改造工作落到实处，实现“一次改造，
十年不动”的基本要求。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道路综合改造的目的是满足人民
群众的需求。金水区恪守“以人民为中
心”这一核心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问效于民，深入对接民心民意，选
取北三环的中州大道、丰华路等节点，
精心打造出“金水善园”“金水宜园”“金
水雅园”等城市公园。其中，“金水雅
园”以南侧精品茶文化街，东侧太极园、
中部空竹园、西侧漫步长廊为主体形成

休闲静雅的空间。漫步其间，给人以丰
富立体的层次感与浑然一体的舒适
感。园区设施处处便民利民，储物柜、
草坪、长椅等一应俱全，让市民散步、运
动、休闲有着温馨愉悦之感。项目还着
意贯通绿道与外部区域，把商业、生活
与道路通行融为一体，增强生活气息，
提高服务能力，营造良好氛围。原来茶
苑已沦落为二手家具市场，改造后升级
为精品茶文化街。道路两旁的商业更
加通透便捷，气氛活跃，激活“一池春
水”。“空竹园”和“太极园”每天吸引众
多市民休闲健身，为弘扬传统文化和提
升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为周边环境影响，这一带的临
街商业日益凋敝，杂乱无章。北环路改
造之后，增加了城市会客厅功能，贯通
了休闲区域和商业区域，带动人气，重

现活力，几百家商铺又重振信心，看到
希望。”中方园南门附近的一家汽车销
售店的工作人员吴先生说。

据介绍，金水区北三环道路综合改
造项目利用街头闲置空地，共布局街角
绿地、口袋公园和小型游园14处，增加
绿化面积 14万平方米；新增非机动车
停车位 2000余个、机动车停车位 650
个、加设座椅 200个、改造公交港湾 8
个，带动沿线商业业态升级，盘活商户
400余家,联动道路沿线国泰、美盛等
地产企业自行投资高标准改造绿化公
园近30000平方米。同时，吸引多家企
业总部进驻北三环区域，并为道路改造
贡献自己的力量。道路功能和城市管
理的同步提升，极大增进了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北三环正在成为城市中心
的一条财富大道。

郑州金水区 道路品质再提升 街区经济焕新彩

在甲骨文中探秘“古蜀国”
■关注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