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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一个人手牵大象状，即河南古名“豫”
的象形。据说古时，河南被称为“牵象之
地”，如今更是有许多与大象有关的标志。

那么，河南古代到底有大象吗？
近日，在汝州市温泉镇涧山口水库

牛涧河一带，因河水冲刷暴露出类似动
物骨骼的物体，经河南自然博物馆专家
鉴别，初步确定为大象盆骨化石。

“我们在牛涧河临时泄洪道北侧巡
查隐患时，发现了这些骨骼，并在该点东
边 50米处的南岸陡坎处，发现有两处半
圆形坑迹和散落的岩石状灰白色物体。”
9月 7日，在古象盆骨化石发现现场，汝
州市地矿局工作人员李峰介绍。

为了确认这些骨骼是否动
物化石，李峰和同事此前多次来

到现场，近距离观察、拍
照，并与网上化石照片对

比，初步确定为某种
动物化石，便第一时

间 联 系 了 河 南
自然博物馆。

河南自然博物馆馆长徐莉带领地质
勘探专家组立即赶往汝州进行勘查。经
鉴定，初步认为牛涧河临时泄洪道北侧
发现的物体为大象盆骨化石；散落在半
圆形坑迹的为象牙化石；在开挖河道翻
出的土层里，也找到部分破碎的骨骼和
象牙。

“根据现有资料，这是汝州市有历史
记载以来首次发现大象骨骼化石。”徐莉
说。随后，专家组继续沿河勘查时，又发
现了多处古生物化石，经初步鉴定，可能
是古原牛或犀牛化石。

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张天义说，据此可以判断，在
40000 年至 10000 年前的区间里，有一
些热带植物、动物在这里生存，后来因气
候和环境变化而消失。这次古生物化石
的发现，对中原气候的变迁和古生物的
分类等研究，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数据。

古象化石的发现地，刚好位于牛涧河
风景带项目的中心地带。据介绍，温泉镇
将配合专家做好保护和发掘工作，并在建
设牛涧河风景带的同时，融入大象文化元
素，打造主题游园、公园，让群众在游玩中
感受到文化气息。③7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9月 6日，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北京清华同
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在郑州
举行签约仪式，宣布文旅融合创新联
合实验室正式成立。该实验室将在
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方面打造一批标
杆性的文旅文创融合样板项目，在全
省起到引导和带动作用。

“实验室的创立恰逢其时。”北京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袁昕
在签约仪式现场表示。

在袁昕看来，河南有很好的文旅
产业发展资源和基础，拥有殷墟、龙门

石窟这样的世界级文化资源，还有很
多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家底雄厚。
这些资源的利用还有很大的挖掘和提
升空间，“需要用创新的思维，把文旅
文创结合起来去发展。”袁昕说。

在签约仪式上，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厅长姜继鼎表示，河南要发挥历史文
化资源深厚的优势，文旅文创要加强顶
层设计、丰富载体、创新业态。实验室
在河南落地后，将搭建一个联络平台，
利用清华同衡“产学研”的智库资源和
项目操作经验，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共
同推动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③5

本报讯（记者 张体义）记者9月7日
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获悉，郑州大学黄
河历史变迁与大运河文化传承研究团队
历时5年，在黄河、沁河交汇区域内运用
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初步确定了
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沁河故道的基本走
向、具体方位、河道遗迹与标志性地物，
获得了重大发现与突破性进展。

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始凿
的永济渠曾起到了沟通黄河、海河两大
流域的重大作用。按照文献记载，永济
渠的整体水系构成可分为三个部分，首
段河道是从沁河到曹操开通的白沟运
河，从白沟运河到天津为第二段，从天津
到涿郡郡治为第三段。但是，永济渠起
始河段如何联通沁河、黄河，文献记载语
焉不详，千年的自然变化使永济渠沁水
故道具体位置、走向模糊不清。

受武陟县文物局委托，2016 年以
来，郑州大学黄河历史变迁与大运河文
化传承研究团队、黄河生态保护与区域
协调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隆文教授等
在黄河、沁河交汇区域内，为寻找隋唐大
运河永济渠沁河故道遗迹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专家团队根据武陟县木栾
新区小岩村及其周边地区诸多水工遗存
与历史文献记载，初步推定隋唐永济渠
很可能就是经由此地再向东北流入卫河
的，因此，小岩村及其周边区域成为研究
团队工作的重点。

陈隆文教授说，隋唐时期，武德县治
（今武陟县大城村）南部有几个大湖，沁
河通过大湖与黄河自然相通。永济渠修
凿充分利用了这些湖泊，在沁河的西岸
引水向西南，大约几十公里后进入黄河，
黄河对面就是著名的洛口仓。在实现了
沁河与黄河的人工连通后，再由沁河东
岸引水向东北行，经小岩村东逾古阳堤
与古清水（又称御河、卫河）相接，再通过
白沟运河流向东北。在隋唐大运河永济

渠的整体水系结构中，由于武陟县境内
的沁河故道向西南沟通了黄河，向东北
逾古阳堤后连接了卫河及白沟，因此，往
往被视为隋唐大运河永济渠的起始河
段。利用湖泊人工挖渠比使用沁河入黄
河的自然河道不仅距离短而且更加安
全，充分显示了古人利用水利的智慧。

沁河在何处穿越古阳堤？
陈隆文团队通过遥感考古这一新方

法，使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经过比
对，他们选取了1963年 9月 25日的锁眼
卫星影像用于永济渠沁河故道遥感解译
研究。遥感考古影像显示，在小岩村东
1.2公里古阳堤有一处明显凹口遗迹，结
合历史文献记载，研究团队推断，永济渠
沁河故道很可能是在小岩村东与圪垱店
西北之间的 1.5 公里区
域内穿越古阳堤的，今
天冯村以东的西孟姜女
河就是隋唐大运河永济
渠沁河故道的遗存。锁
眼卫星图像中所显示的
凹口遗迹，也很可能就
是黄河、沁河水患泛滥
区域内至今仍留存
的为数不多的隋唐
大运河永济渠沁河
故道的标志性地物
遗迹。③6

汝州发现古象盆骨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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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一支，自武陟

小原村（即今小岩村）东

北由红荆口（今获嘉红荆

嘴）经卫辉府，凡六十里，

入卫河，昔隋炀帝引沁水

北通涿郡，盖即此地。”

——《武陟县志》引

明代周梦旸《水部备考》

重拳治污 筑牢绿色防线

□本报记者 胡舒彤
本报通讯员 张廷发 郭永刚

2018年减免环保税333.41万元、
2019年减免 275.79 万元、2020年减
免279.98万元，环保税开征三年来，位
于巩义市的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享
受到了税收减免实打实的利好。

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是一家
老牌火电厂，曾经面临火力发电污染
物排放多的问题。2013年至今，该公
司已累计投入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废
气除尘、脱硫、脱硝等排污系统改造。

“烟气处理采用布袋除尘、SCR
脱硝、湿法脱硫、单塔一体化脱硫除
尘深度净化等技术，升级改造后烟气
中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均
实现了超低排放。”9月 6日，该公司
副总经理崔炎召说。

不仅如此，在排放物的二次利用
上中孚电力也取得明显成效。

以水循环利用为例，经多级废水处
理系统处理，部分水资源再次投入生产
的同时，也减少了自然水的取水量。

“水资源税也少缴了，两头都省
了。”崔炎召介绍，省下来的税费全部

用于生产技术改造，为企业绿色发展
攒足动力。

像中孚电力这样享受环保税减
免的企业还有很多。据统计，环保税
开征三年来，郑州市环保税纳税人累
计享受减免税2.55亿元。

“国家征收环保税，是利用税收
执法刚性手段，督促企业改进工艺减
少污染物排放，实现绿色、循环、低碳
发展。”郑州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张涛说。

针对环保税征收，国家设立了两
档减排税收优惠政策：对纳税人排放
污染物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
标准 30%的，按 75%征收环保税；低
于50%的，按50%征收环保税。

在环保税正式开征后，郑州市税
务局全面做好纳税人管理与服务工
作，“一对一”为企业讲解环保税政策
要点，帮助企业全面享受节能减排政
策优惠，助推企业绿色发展。

“环保税是盘大棋，涉及整个生产
链条上企业的转型发展。”张涛说，作
为体现“绿色税制”的综合税种，环保
税将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动力。③6

环保税催生企业发展“绿动力”

本报讯（记者 徐东坡）9月 6日，
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该厅出台《关
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服务保障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推出 20条举措，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
加快崛起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优质
法律服务。

加强立法工作方面，进一步完善
推广“1543”政府立法机制，提高公众
参与立法的覆盖面。加强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立法，积极推动《河南省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
例》、《河南省绿色建筑条例》、《河南
省节约用水管理条例》（修订）、《河南
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修订）等立法
项目出台。

推进依法行政方面，加强规章规
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加强反不正当竞
争审查。推动出台河南省重大行政
决策程序实施办法，充分发挥法律顾
问、公职律师法治参谋助手作用。完
善行政执法权责清单、岗责体系和执
法流程图，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
度，制定出台河南省行政处罚听证办
法，深入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全面
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加强对执
法行为的全流程、全方位监督。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整
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
仲裁等法律服务资源进驻公共法律
服务实体平台，以“互联网+公共法律
服务”为抓手，实现公共法律服务相
关事项“一网通办”。开展“法援惠民
生，助力乡村振兴”等品牌活动。持
续开展民营企业公益“法治体检”，发
挥涉外法律服务团作用，服务保障我
省内陆高水平开放平台等项目进展
顺利。

普法宣传和法治创建方面，全面
实施“八五”普法规划，强化“谁执法谁
普法”普法责任制落实。持续开展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加强
普法讲师团和普法志愿服务队伍建
设。围绕打响中原文化品牌，围绕国
家文化公园和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建
设打造法治文化阵地，提升“河南黄河
法治文化带”建设水平。深入实施农
村“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确保
2022年实现全省法治乡镇（街道）、民
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全覆盖。

参与平安河南建设方面，持续深
化“一村（格）一警一法律顾问一支民
调员队伍”工作机制，探索建立“生态
环境保护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有
效化解矛盾纠纷。③9

省司法厅出台20条举措

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小岩村西禅安寺院内的明代“修筑岗头小
原堤岸记”碑。

小岩村附近的水工砌体建筑遗存。 制图/周鸿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