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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

高端访谈

锚定“两个确保”交上出彩答卷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李若凡）10月 9日，全省供销
合作社综合改革推进会在驻马店市召开，安排部署深入
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推动全省供销合作社高
质量发展。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深入推进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是助力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现
实需要，是全面深化我省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加快
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的迫切要求，是实现供销合作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

武国定强调，各地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
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推进“三位
一体”综合合作，打造为农服务综合平台；深入推进为农
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深入推进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发展，密切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深
入推进现代流通网络体系建设，助力形成国内经济循环
体系；深入推进社有企业转型发展，构建现代经营服务
体系；深入推进联合社治理机制改革，实现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武 国 定 还 对 做 好 抗 灾 保 麦 播 工 作 提 出 明 确 要
求。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10 月 9 日，副省长何金平
在郑州会见英国太古可口可乐有限公司总裁苏薇一
行。

何金平首先对苏薇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
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奋勇争先、更加出彩”殷殷嘱
托，作出锚定“两个确保”奋斗目标、实施“十大战略”的
重大决策部署。当前河南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太古
可口可乐公司在豫投资建设新厂，充分体现了太古集
团对河南市场的重视和在豫扩大发展的信心。希望太
古集团不断扩大投资规模，拓展投资领域，并引荐更多
优质企业来豫投资兴业。河南各级政府将做好“店小
二”，深化“放管服效”改革，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广大境内外企业来豫投资兴业提
供最优质服务。

苏薇介绍了太古集团在河南经营情况及发展规
划。她说，太古可口可乐作为较早到郑投资的外资企
业，25年来得到了河南省的关心和支持，企业发展态势
良好。河南的发展值得期待，希望不断拓展在豫业务，
助力河南发展。③6

本报讯（记者 何可）10 月 10 日，中国北斗应用大
会暨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第十届年会在郑州举
行。

副省长霍金花出席活动并致辞。她表示，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北斗规模应用，积极布局北斗产业发
展，全省已完成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建设。我们将持续
打造一流的产业生态、创新生态，紧紧围绕卫星导航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充分利用嵩山实验室等重大科研
平台，加强产学研用一体化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北斗
产业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深化与全国北斗领域知名
专家、院所、团队的合作，支持和服务各类企业来豫布
局发展。

本届大会以“创新北斗应用、发展智能产业”为主
题，并举办北斗应用的高端论坛、北斗产业细分领域专
题论坛、“十三五”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成就展及企业新
产品博览、第四届“北斗之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及“北
斗乐跑”等活动。③9

本报讯（记者 张体义）10月 10日，
作为“河南考古百年”系列活动之一，“考
古百年中原行”特别讲座“三星堆对话中
原”在郑州图书馆举行。

讲座由河南日报、顶端新闻、四川日
报全媒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特邀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
长、三星堆发掘现场负责人冉宏林，讲述
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并
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郜向平博士
围绕“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展开对
话。讲座吸引了大批观众。

冉宏林说，三星堆新发
现的诸多文物，不论是青铜
顶尊人像，还是龙形青铜器以
及神树纹玉琮，都能够看出古
蜀人虽然有着自己独特的个
性，但整体来看，在更高层级
上，与中华文明圈有着整体一
致性，内心有着相同的信仰，
对于宇宙天地的认识也存在
相似性，这些都体现着中华
文明的多元一体。

郜向平博士说，通过近

年来细致的考古工作可以发现，三星堆
与其他地区文化之间有渊源关系，有相
互的交流和影响。在三星堆发现了不少
铜尊和铜罍，这些是中原地区典型的青
铜器，三星堆人将其造型和用途进行了
改造。

对于三星堆 8个“祭祀坑”的性质以
及形成原因，冉宏林根据三星堆现场考
古经验，并结合其他研究资料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三星堆目前发现的8个坑中 6
个较大的坑可能是同时开挖的祭祀礼器
掩埋坑，掩埋的原因是摆放礼器进行祭
祀的场所建筑物意外失火，导致祭祀礼
器损毁，三星堆人无奈将这些礼器掩埋，
在掩埋的过程中遵循了一定的祭祀礼
仪。其中 4号坑经过碳十四测年，距今
3200 年至 3000 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
殷墟晚期。较小的5号、6号坑和其他更
小的坑应该属于祭祀遗存。

冉宏林介绍，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
古发掘，采用开放合作、保护与多学科研
究同步推进的大遗址考古工作新模式，
集结了中国考古学界最强阵容，多学科
考古对解答三星堆的诸多谜题将会提供
更多的线索。③6

□本报记者 王小萍 赵力文
本报通讯员 卢仙格

三门峡作为仰韶文化发现地，将于10月
17日举办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
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10月10日，记者走访
了庙底沟博物馆、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
场所，提前探寻纪念大会的亮点所在。

庙底沟博物馆初露芳容
近4000件文物全部进场

在三门峡市商务中心区迎宾大道与召公
路交叉口东侧，庙底沟博物馆初露芳容，将于
10月17日纪念大会召开之际正式开馆。

博物馆由清华大学设计，以“交融”为设
计构思出发点，将建筑体量南北分为 7个楔
形体块，西高东低或东高西低交错布局。整
个建筑既恢弘大气又不失古朴典雅，如同交
握的双手，将公园绿地景观和城市广场融于
一体。行人可漫步在博物馆屋顶之上，俯瞰
整个公园景观。

进入博物馆，只见大厅内的雕塑等已布
置到位。整个展览分为4部分，分别是基本
陈列、临时展厅、数字展厅、专题展览。各式
各样的彩陶静静地摆放在玻璃展柜内，在灯
光照耀下显得更加神秘。

基本陈列项目负责人李清丽介绍，目前近
4000件文物已全部进场。仰韶文化鼎盛时期
出土的文物，彩陶数量较多，且制作精美。

在数字展厅中，多媒体应用让文物“活”
了起来。游客触摸屏幕之后，即可看到展柜
内文物详细信息。展区还通过多媒体屏幕
打造裸眼 3D效果，讲述庙底沟文化对外传
播与扩展过程，让观看者更加真实地感受仰
韶文化的独特魅力。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成了网红“打卡地”

10月 17日正式开园的还有位于渑池县

的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该遗址公
园采用点线结合的形式，形成“一中心、两
环、三广场、四点、五园”展示结构。除仰
韶文化博物馆外，今年 6月以来其他设施
已经对外开放，各色灯光秀、文艺演出等
活动使得此处迅速成了网红“打卡地”。

仰韶文化博物馆馆长崔强透露，目前
博物馆正在进行全新布置，文物已基本进
场。

位于韶源广场中心的是以仰韶文化
博物馆镇馆之宝——小口尖底瓶形象为
基础打造的文化长廊，廊架上可根据需要
设置不同主题的展示内容。特别吸引人
的是公园里的仰韶文化遗址三次发掘点，
突出展示了仰韶村文化遗址三次考古发
掘的现场场景。

记者了解到，仰韶文化发现一百周年
邮票纪念册发行仪式也将于10月 17日下
午在此同步举行。

带着仰韶元素的吉祥物
“陶小淘”全新亮相

纪念大会的吉祥物已对外亮相，人物
形象是一个钟爱考古的三门峡小男孩，名
叫陶小淘。厚厚的眼镜片和脸上的晒斑，
代表了他对考古研究的痴迷；手中的手铲
和考古刷是他的随身标配，体现了考古工
作者的日常工作场景；头上戴的倒扣的彩
陶盆形状帽子，融合了浓厚的
仰韶文化元素，身上穿着印有
纪念大会Logo的马甲。

记者从仰韶文化发现暨中
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纪
念大会组委会获悉，第三届中
国考古学大会将于10月 18日
举行，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文
物考古专家将齐聚一堂、共襄
盛举。三门峡考古新发现及成
果展示观摩活动也将于 10月
20日举行。③9

□本报记者 陈学桦

“省委提出锚定‘两个确保’、全面实施
‘十大战略’，既是加快推进现代化河南建设
的战略安排，也是全省党员干部躬身入局、
奋勇争先的战前动员。焦作将持续对标对
表、学深学透，把省委工作会议精神转化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锚定‘两个确保’，
再造发展优势，力争在现代化河南建设新征
程中走在前、当先锋。”10月 9日，焦作市委
书记葛巧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向着“两个确保”
奋勇前进，如何书写好更加出彩的焦作答
卷？

葛巧红说，关键是在拉高标杆中争先进
位，在加压奋进中开创新局。焦作市第十二
次党代会明确了“1353”总体发展思路，提出
了锚定“两个确保”、再造发展优势、奋力谱
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焦作新篇章的
奋斗目标，确立了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
主攻方向、把文旅文创深度融合作为新的增

长极、把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作为民心工
程的战略重点，明晰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
质量发展、高能级文旅、高品质生活、高水平
治理的发展路径，树立了在绿色智造中闯新
路、在全域旅游中作典范、在共同富裕中走
前列的工作标杆，以前瞻性的谋划引领长远
发展。

锚定“两个确保”，焦作将强化答卷意
识，再造发展优势，紧紧围绕“五个高”做文
章、求突破。

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党建。坚持以党
建第一责任引领和保障发展第一要务，培根
铸魂、淬炼作风、凝心聚力。突出政治建设
统领，抓住“关键少数”，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夯实基层基
础，着力提升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效能化水

平。实施“五个一批”，选派干部到急难险重
一线、发达地区、省直单位和企业进行锻炼，
输送年轻干部“蹲苗育苗”，锻造学习型、研
究型、实干型、进取型干部队伍。

抢抓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把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加快传统产业高
位嫁接、新兴产业抢滩占先、未来产业前瞻
布局，重点打造千百亿级产业集群，探索建
立科学合理的企业梯次培育机制，加快构建
特色鲜明、集聚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利用
好郑州、洛阳两大都市圈在焦作叠合的优
势，打造郑洛“双圈”联动优先发展区，加快
中原城市群和豫晋交界地区的区域性中心
城市建设步伐。

乘势而上打造高能级文旅。以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市为目标，以建设旅游名

城、文创名城、太极名城、康养名城、度假名
城为抓手，深度释放太极拳成功申遗的影响
力、带动力，叫响山水、太极、养生等品牌，让
焦作成为“山水富城·文武福地”。

以人为本共创高品质生活。着眼打通
外循环，大幅提升对外通达能力。着眼城市
有机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度。着眼推动
共享发展，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等事关群
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民生问题，建设全省共同
富裕先行市。

坚持不懈促进高水平治理。实施党建
引领赋能、精细服务提升、平安和谐创建、文
化共建共享、宜居宜业升级、听民意办实事
等基层治理六大行动，加快形成以“民呼必
应”为目标的区域一盘棋、治理一张网、服务
叫得响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葛巧红表示，没有等出来的精彩，只有
干出来的辉煌。焦作将进一步弘扬“特别能
战斗”精神，敢同强的比、勇向高的攀、善跟
快的赛，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以一域之高质
量发展为全省“两个确保”增光添彩。③6

中国北斗应用大会
在郑州举行

深入推进供销社综合改革
全面提升为农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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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智造闯新路 全域旅游作典范 共同富裕走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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