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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金融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核准，以下机构取得《金融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丰产营
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0055930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并经上级公司授权的业务
机构编码：000018410102002
成立日期：2008年4月30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167
号2号楼1楼部分房屋
负责人：王颖 联系电话：0371-58672848
发证日期：2021年10月14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牟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0055929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并经上级公司授权的业务
机构编码：000018410122
成立日期：2011年11月1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西区商都
大道北、大同路西、纬一路南温馨小区二期
吴忠立综合楼4层部分、5-6层整层
负责人：马瑞华 联系电话：0371-23268074
发证日期：2021年10月8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优胜北
路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0055927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并经上级公司授权的业务
机构编码：000018410105009
成立日期：2014年4月21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
95 号 格 林 融 熙 国 际 2 层 201-205、4 层
401-408
负责人：牛菲 联系电话：0371-55305616
发证日期：2021年10月8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路
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0055928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并经上级公司授权的业务
机构编码：000018410102001
成立日期：2016年5月31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伏牛路东、
陇海路北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龙海西路 98
号院）5-6#楼裙楼第三层整层
负责人：张理想 联系电话：0371-55269002
发证日期：2021年10月8日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登封
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中岳大街与
嵩阳路交叉口东北角1#楼810、811号
许可证流水号：00055923
机构编码：000095410185001
成立日期：2007年3月19日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并经上级公司授权的业务
负责人：张潆涓 联系电话：0371-6275826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市卧

龙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0054613
成立日期：2012年3月22日
机构编码：000015411303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并经上级公司授权的业务
机构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中州路254
号永安大厦二层
负责人：刘寅寅 联系电话：0377-60879096
发证日期：2021年10月19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二七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41010005
许可证流水号:00926513
批准成立日期：1980年10月1日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京广南路22号
负责人：高燕 联系电话：0371-68710687
发证日期：2021年10月27日
经营范围：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
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
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
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人民银行批准
的其他金融业务。外汇业务：外汇存款；外
汇贷款；外币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
汇、售汇。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代理
保险业务；代理基金业务；办理“金钥匙本利
丰”、黄金等人民币理财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近期，洛阳市偃师区委组织部认
真制定17条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举措，
自上而下激活党建动能，全力助推乡
村振兴。一是坚持政治为上，筑牢思
想之基。以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
契机，抓实思想武装。将乡村振兴列
入创建省级“五好”乡镇党委的重要内
容，压实镇村两级职责。以“三带一联”
为抓手，激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
挥，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二
是坚持人才充实其中，汇聚振兴之力。
将干部人才充实到镇村，20余名懂农
业、爱农村的机关干部下沉基层，79名
驻村第一书记助力一线。开展“党委政
府领导、镇村（企业）点单、职能部门下
单、人才精准服务”活动，整合各类人
才资源，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三是坚持立足当下，磨砺攻坚之器。
以“头雁”、育优评先、开放性党群服务
中心提升、村集体经济“提质”等“四大
工程”为利器，通过提升 2000余名基
层干部素质，宣传选树 243个先进典
型，激活100余个党建阵地资源，统筹
发展31个集体经济试点项目，破解乡
村振兴发展难题。 （高磊）

近日，渑池县仰韶镇纪委到辖区
各村督导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进
一步提高乡村干部对防返贫动态监测
和帮扶工作的认识，确保不发生一户
一人返贫致贫。该镇强化动态监测帮
扶，坚持每月一监测、每月一研判、每
月一汇总，重点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
易致贫户，以及突发困难户，实施常态
化的监测，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

测。此次督导中，镇纪委工作人员进
村入户，到扶贫车间、田间地头，及时、
准确了解群众政策落实、就业、生活等
情况，督促各包村干部、帮扶人及时解
决存在的问题，确保群众脱贫基础更
加稳定、成效更可持续。镇纪委将进
一步抓实日常监督，紧盯关键领域和
重点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推动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杨波）

“乡纪委办案认真迅速，我反映的
问题很快就处理好了。”近日，新郑市
城关乡纪委在做案件回访工作时，一
名反映人说。为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
关在党员管理中的作用，新郑市城关
乡纪委采用脚步丈量工作法，走村入
户进行走访，一方面宣传党的惠农扶
贫政策，征询群众对村“两委”干部的
廉洁评价，另一方面收集反映村党员

干部贪污、侵占挪用村集体资金及“四
风”等方面的问题线索。了解到辖区
内两名党员违纪问题后，乡纪委第一
时间开展调查并进行处理，获得了反
映人的好评。下一步，城关乡纪委将
继续采用脚步丈量工作法开展工作，
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应，全
力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打通
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秦娟娟）

近日，中建路桥集团山东分公司
开展了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他们在
单位显眼位置张贴网络安全宣传海
报，向广大干部职工发放宣传手册；登
录2021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官网，共
同观看网络安全宣传视频；学习《数据

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并
邀请有关专家进行现场解读；依托“网
信河北”微信公众号开展答题活动，让
广大职工对网络基本安全知识有了较
为扎实的掌握，进一步提高了员工的
网络安全防护水平。 （王永钢）

一线监督 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用脚步丈量乡村 发挥纪检监察职能

学法用法 维护网络安全

坚持“上中下”贯通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凝心聚力创省级文明城市 志愿服务促提升
为进一步提升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质

量和水平，连日来，内乡县检察院组织干警在
该院分包路段菊香路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干
警们严守岗位，积极主动，他们在公交站点、路
口引导乘客有序上下车、车辆文明出行；对不
在停车位停放的机动车辆劝导其规范停放，把
随意停放的非机动车辆挪至路缘石以上，按规
定摆放整齐；督促沿街商住户落实门前“三包”
责任制，保持地面干净、整洁；全方位清除地
面、墙体、路灯杆上粘贴的小广告和悬挂的横
幅等。大家耐心、尽心、细心做好志愿服务，对
乱扔烟头、遛狗不牵绳、电动车乱停乱放、随地

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及时有效劝导，督促
做好整改提升，帮助清理街道卫生，使分包路
段更加规范有序、干净整洁，整体面貌进一步
改善。他们“红色”的身影、热情的服务形成内
乡一道亮丽的风景。志愿服务过程中，干警们
还大力宣传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相关知识和政
策，倡导广大居民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与，在服
务群众的同时凝聚群众、发动群众，让做好事、
兴善举、倡文明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让文明形
成感染力、凝聚力，人人争做文明创建的引导者、
文明风尚的传播者、志愿服务的示范者，为建设
大美内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杨月恒 李昂）

律师公益“法治体检”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南阳市内乡
县司法局组织律师服务团队，深入分包企业开
展律师公益“法治体检”活动。服务团针对企
业存在的问题，采取“一企一策，一事一方”的
方式，着重从企业内部管理、生产运营、劳资关
系、投资融资、市场竞争、知识产权等方面，排

查法律风险隐患，认真梳理，分析研判，出具
“法治体检报告”，提出风险防控化解意见。目
前，共为12家企业审查合同、分析风险8次，举
办法治讲座6场次，出具“法治体检报告”8份，
解答法律咨询 32人次，受到了企业的一致好
评。 （张成念）

“便民联系卡”架通干部群众“连心桥”
近期，卢氏县横涧乡家家户户都收

到了包村干部送来的一张联系卡，卡片
上是乡领导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联系
方式。为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维护人
民合法权益，使群众得到便捷、高效的服
务，卢氏县纪委监委在群众维权意识强、
实施项目多的乡镇推行便民服务联系卡
制度，在干部与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
心桥”，截至目前，共发放便民联系卡

18000 余张。“发放便民服务联系卡，让
群众可以直接向乡镇领导反映问题，能
当场解决的当场予以答复解决，不能立
即解决的给群众解释，并安排相关部门
后续跟进处理，及时汇报处理结果，防止
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便民服务联系卡
发放以来，最明显的变化是我们乡的人
到县纪委上访的少了。”横涧乡纪委书记
表示。 （罗俊玲）

我为群众办实事 爱心粥屋暖民心

今年以来，洛阳市洛龙区太康东路潘
村社区党支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坚持在

“办实事”上下功夫，力促把学习成效转化
为服务群众的行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通过设立红色驿站、爱心粥屋等系
列便民服务深入践行为民初心。为更好
服务群众，纾解子女在外的后顾之忧，社
区“两委”走访入户后反复商议，敲定爱

心粥屋项目，每天早上为近200名老年人
和环卫工人免费提供爱心早餐。粥屋开
启前夕，社区“两委”建立微信志愿群，面
向社区征集志愿者，众多居民踊跃报名、
出力出钱，逐步成为社区内人人称赞的
品牌项目。粥屋不仅在社区内得到认
可，也吸引了辖区单位、党员的关注，也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 （王俊峰）

“三个课堂”锤炼巡察队伍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平顶山市湛河区委巡察机构
办好“三个课堂”，通过“活”学、“深”悟、“实”干，锤炼提升
巡察干部队伍素质。办好“巡察讲堂”推动“活”学。通过

“一把手”讲党课、领导干部领学、巡察干部自学的方式，组
织开展专题党课和巡察干部集中培训 7场 180余人次、问
卷测试3次，巡察干部撰写学习心得5000余篇。办好“实
景课堂”推动“深”悟。以红色资源教学点为依托，组织巡
察干部参观平顶山党史纪念展览、瞻仰曹镇乡“党恩井”

“烈士园”，聆听姚孟街道裴本友老英雄讲述抗美援朝故
事，引导巡察干部以革命先烈为榜样汲取奋进力量。办好

“实践课堂”推动“实”干。区委巡察机构深入对口分包社
区开展志愿服务，对接分包社区开展疫情防控、环境卫生
整治、公益文明行为引导等民生实事，让巡察干部受教育、
居民群众得实惠、社区工作上水平。 （李新江）

做实光伏产业 巩固脱贫成果

为确保年老体弱、身体残疾、身患重病或
缺乏劳动力的困难群众稳定增收，鹤壁市鹤山
区在荒山上建设了光伏电站，创新光伏收益分
配方式，重点保障老、弱、病、残和无劳动能力
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特殊群体，以人为单位，

每人每年可享受 500至 1000元补贴，主要包
括困难家庭中的 16岁以下和 65岁以上的人
员、五保人员、残疾人员、高中在校生和非职业
类本科以上在校生、易地搬迁群众，实现了困
难群体产业扶持全覆盖。 （张俊妮）

党建引领红色物业 贴心服务赢得民心

洛阳市洛龙区古城街道把服务居民群众、增强人民福
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高标准推进“红色物业”创建工
作。在英才社区建业高尔夫小区内，随处可见“红”的色彩
和温度，建业物业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推动服务高质量，不断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围绕党组织建设、组织志愿服务、党员活动等内容，出台党
建工作措施，做到物业服务开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覆盖到
哪里，“空白点”变成“新亮点”。通过吸收物业党支部书记
兼职小区党支部副书记，彻底将“两家人”变成“一家亲”。
建立由社区党组织牵头，小区党支部、物业党支部、业主代表
三方联动的议事决策机制，“一言堂”变成“众口议”。（王上清）

积极专研创新 为工程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日前，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在中
建路桥集团承建的山东威海石家河公园
大桥项目召开科技成果评价会。该项目
总工程师介绍了“基于全寿命周期的空
间拱桥施工过程协同受力分析及控制技
术”成果。经过质询和讨论，专家们一致

认为，应用于威海石家河公园大桥项目
这一成果，解决了大跨度“蝶形拱-连续
梁”组合体系设计及施工优化等关键问
题，为工程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总体上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王永钢）

收藏在博物馆的小口尖底瓶

□申明贵

中国仰韶 中国气派——仰韶文化发现一百周年之 百年庆典 篇

5000年前的残留物中发现有酒——

小口尖底瓶，佐证了仰韶人酿酒的悠久历史

10 月 17 日，仰韶文

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

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

会 在 三 门 峡 市 召 开 。

100年前，三门峡渑池县

仰韶村，从一个默默无闻

的小山村变成了仰韶文

化发现地。

本次纪念大会的召

开，为进一步系统挖掘仰

韶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

代价值，努力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考古学，实证华夏

文明，坚定文化自信，为

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

文化、彰显中国精神、提

升中国形象，提供坚实的

支撑。

伴随着纪念大会的

隆重召开，“仰韶文化”

“现代考古学”一时间成

为全网热搜的关键词。

同时和“仰韶文化”一起

火爆出圈的还有“小口

尖底瓶”——仰韶文化

时期的经典器具。伴随

着“仰韶村遗址第四次

考古发掘”，小口尖底瓶

和酿酒的关系以及起源

问题，终于揭开了神秘

的面纱。

彩陶是仰韶文化的最重要文化符号。
仰韶文明也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开端。

仰韶文化时期，先民们已经熟练掌握
了制作彩陶的工艺，并把制陶分为选土、
造型、装饰等不同工序，制作的陶器种类
有钵、盆、碗、细颈壶、小口尖底瓶、罐与粗
陶瓮等。其彩陶器造型优美，表面用红彩
或黑彩画出绚丽多彩的几何形图案和动
物形花纹，其中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
纹与鸟纹等形象逼真生动。在很多仰韶
彩陶上，都绘有 5个手牵着手跳舞的人物
造型。这是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相互团
结，和谐友爱，相互融合的关系的生动写
照。

小口尖底瓶是仰韶彩陶中最为经典的器
具。它泥质红陶，杯形小口，细颈，深腹，尖
底，腹偏下部置环形器耳一对，腹中上部拍印
斜向绳纹。小口尖底瓶因其底尖，容易入水，
入水后又由于浮力和重心关系自动横起灌
水。同时，由于口小，搬运时水又不容易溢
出。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人们最早认为小口
尖底瓶是汲水器、取水器或一般的饮水器、盛
水器。现在随着人们对仰韶文化研究的深
入，更多的学者认为小口尖底瓶是当时的礼
器，主要用于祈雨、祭祀、庆典的礼仪活动。

在仰韶时期，先民对天人关系已有思考，
对上苍、祖先产生了敬畏之情。祭天、祭祖都
是部落中的重大活动。祭祀活动中，他们会
把粟、黍等粮谷作物，装在类似于鱼形的小口

尖底瓶中，摆在祭台上，供奉神明或祖先。
与此同时，甲骨文中的“酒”字也揭开了

小口尖底瓶的功用奥秘。学者苏秉琦对小
口尖底瓶持酒器说。论据是甲骨文的酒字

“酉”部，就是尖底瓶的象形。与“酒”字类
似，“尊”“奠”等字都有“酉”旁，也就是说都
与尖底瓶有关，无论“尊”或“奠”都是一种礼
仪，中国人讲“无酒不成礼”，都需要酒来表
达，这个酒自然应该装在符合礼仪的盛酒器
中。因此，从文字角度来看，尖底瓶就是典

型的盛酒器。中国文字的象形和演变，极好
地佐证了小口尖底瓶与酒的密切关联。

粮食在小口尖底瓶中存放久了会自然
霉变并发酵，转化为酒。因此，酒在诞生之
日起，便有了灵性。中国人认为酒是神明
的馈赠，于是才有了后世庄子的“醉者神
全”，李白的“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
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的说法。也正因为
如此，小口尖底瓶也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
酿酒器或者盛酒器。

黄帝是华夏民族的祖先，已
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共识。而
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在《黄
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提
出，仰韶文化时代即炎黄二帝时
代。将考古学与黄帝学的研究
成果进行比对，可以发现诸多相
互印证之处。仰韶文化与黄帝
时代、黄帝部族存在密切联系，
并非巧合，而是历史的客观存
在。

黄帝诸多的发明创造中，最
为人们称道和熟悉的是“艺五
种”一事。“五种”，是指“黍、稷、
菽、麦、稻”五谷。按古史传说神
农氏仅能种植黍、稷，而黄帝则
能种植多种粮食作物，表明黄帝
使当时的原始农业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农业生产逐渐发达了，
生产力提高，粮食产量增加。

综合研究证明，仰韶村遗址
尖底瓶用于发酵粮食酒。初步
的分析结果表明尖底瓶残留物
很可能是以黍、粟、水稻、薏苡、
野生小麦族和块根类植物为原
料制作的发酵酒，采用发芽谷物
和曲发酵两种酿酒技术。

甲骨文中记录了两类酒，
即“酒”和“醴”，前者是用发霉的
谷物进行发酵的酒；后者则是用
发芽的谷物酿造而成，酒精度相
对较低。

而上述两种酿造工艺在仰
韶村遗址的尖底瓶残留物中均
有发现，这项研究为新石器仰韶
文化中心区域粮食酒的酿造和
消费提供了直接的考古证据，仰
韶村遗址尖底瓶与周边地区同
类仰韶陶器功能一致，如河南渑
池丁村遗址等，其酿酒方法很可

能代表了仰韶文化核心地区的
技术和发展。

此外，《吕氏春秋》中有记
载，“黄帝有陶正”，那陶正是干
什么的呢？用今天的话说，黄帝
时期已经有了专门生产陶器的

“官员”，也有学者认为，不一定
是官员，但是属于制造陶器的专
职人员是完全可能的。

历史上有名姓记载的第一
个陶正叫宁封，《史记》说：“黄帝
命宁封为陶正”。黄帝专门派了
宁封子和昆吾两位臣工，管理陶
器制作。当时制造了鼎、觚形
杯、壶、罐、盆、盘、缸、瓶、钵、碗、
陶鼓等各种陶器，工艺精美，其
中很多都用来做酒杯。

众所周知，古代酿酒的两个
先决条件是酿酒原料和酿酒容
器。有了酿酒的容器——小口
尖底瓶，又有了富余的粮食，这
为酒的酿造提供了首要的条件。

自此，由彩陶文化衍生出的
酿酒文明在黄帝时代璀璨盛放。

2020 年 8月，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
涵，开展“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
究”项目，在河南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经
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
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渑池县文旅局
启动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郑州大
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参与发掘。

此次仰韶村第四次考古发掘，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美国斯坦福大学、西
北大学的科研人员对仰韶村遗址尖底瓶残

留物进行了科学分析，科研人员对河南渑
池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八个
尖底瓶的残留物进行了初步分析，采用对
陶器进行非损伤性、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
法（淀粉粒、植硅体、酵母和霉菌），获得了
古代酿造谷芽酒和曲酒技术的证据。

9月 29日，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
掘发布重要考古成果，在仰韶村遗址仰韶
文化中期、晚期小口尖底瓶样品中检测出
谷物发酵酒残留，很可能是以黍、粟、水稻、

薏苡、野生小麦族和块根类植物为原料制
作的发酵酒，采用的是发芽谷物和曲发酵
两种酿酒技术。专家认为，甲骨文中记录
了两类酒，即“酒”和“醴”。前者是用发霉
的谷物进行发酵的酒；后者则是用发芽的
谷物酿造而成，酒精度相对较低。这两种
酿造工艺在 7000年—5000年前的仰韶村
遗址尖底瓶残留物中均有发现，为新石器
仰韶文化中心区域粮食酒的酿造和消费提
供了直接证据。

华夏文明的符号小口尖底瓶——

仰韶人的酿酒工具小口尖底瓶——

黄帝“艺五种”——

为仰韶人酿酒奠定了原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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