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王延辉）
郑州再添文化新地标！12月 19日上
午，位于商城遗址公园内的郑州商都
遗址博物院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考古博物馆（简称“两院”）举行试
开馆仪式。

郑州商代都城是公认的商代早
期王朝都城，它代表的商文明，集合
了国家、城市、青铜器、文字四个文明
要素，在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
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为郑州成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入列中国“八大古都”
提供了重要实证。

作为商代王城遗址核心板块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两院”由郑州商
都遗址博物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及共享区域三大部分组成，项目总
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是一座讲
述早商文化的专题遗址博物馆，建筑
创意主要呈现商代文明“金玉共振”

“如珠如玉”的文化内涵，建筑外观为

抽象的几何造型，是古文明的天然属
性，加以斜面、斜线元素，呈现破土而
出的磅礴气势。整体建筑与城垣紧
密结合，融入商城遗址公园之中。外
层倾斜的墙面则隐喻考古学中的地
层，内部的平面布局则借鉴探方的平
面形式和工作方法，“广场式”的中庭
空间，有机地将各个功能区进行联系
和分割，体现出当代遗址博物馆的专

业性、公众性与开放性。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展厅面积

5500平方米，由 6个展厅组成，包括
“巍巍亳都 王都典范——郑州商代
都城文明展”“文明摇篮：华夏文明发
祥地”“玄鸟生商：商王朝早期历史”

“巍巍商都：商都的布局规划”“大邑
商都：商都的城市生活”“四方之极：
商都的地域控制”“生生不息：商都的
历史延续”等多个单元。

与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紧邻的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
展厅面积 2100平方米，重点展示郑
州市考古发掘重大成果，主要包括郑
州百年考古、郑州旧石器文化、中华
牙璋文化等展厅。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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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建
筑外观。⑨6

小图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馆藏
文物。⑨6 本栏图片均为王羿 摄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报告强调，把创新摆在

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

化建设的核心位置。当

前全省上下把创新作为

第一动力，正全力建设

国家创新高地，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

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本

报今日起刊发“创新河

南面面观——‘新’在哪

儿”系列报道，通过记者

深入产业、走进企业，挖

掘典型企业创新之举，

探索创新之路，反映我

省以创新为动力源，提

质发展传统产业、培育

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

局未来产业的努力与成

果。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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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何以成高原慧眼看河南— 03│特刊

郑开同城下的中牟机遇——来自中牟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查

奋力实现“十四五”开新局

优化环境 增强发展动能禹州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12 月 17 日，
在禹州市七方超硬材料制品有限
公司新租赁的标准化厂房旁，架
设电力专线、改造路网和雨污水
管网等配套工程建设正在紧张有
序地推进。

“施工前，市里派专人进行协
调，从厂房内部的基坑预留，到水电
路网全面改造，都是为我们‘量身定
制’的，这样的服务很贴心。”在忙碌
的施工现场，七方超硬材料公司董
事长方占江对记者说。

作为一家生产高真空钎焊金
刚石等超硬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
七方超硬材料公司的生产工艺对
相关配套设施有严格的要求。今
年秋季，在得知公司技术实现突
破、急需场地快速扩产发展时，禹
州市派驻企业的“服务员”多方协
调，帮助企业在禹州市中原云都数
据湖产业园租下了占地面积 5000
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眼下，各种
配套工程全部按照公司的生产需
求进行设计施工。

像帮助七方超硬材料公司解决

场地难题一样，禹州市以“万人助万
企”活动为契机，选派 39名县级领
导干部、383 名科级干部服务 500
家重点企业，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截至目前，全市共收到企业反映的
各类问题442个，已办结427个，办
结率达96.6%。

针对企业反映的不同融资需
求，该市分类施策，通过举办政银企
对接等活动，最大限度满足企业投
资和运营的需要。今年9月，5家银
行机构与 10家重点企业现场签订
融资协议2.04亿元。（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卢松 通讯员 王
会锋 樊培彩）12月 17日，位于漯河
市源汇区的国药智能物流园里，发货
车辆来来往往，二期仓库有序建
设。“多亏党建指导员积极协调，多
个部门积极配合，1天时间完善审批
前置手续，完成了以往需要半个月
的工作，保障了项目如期开工。”提
及政府职能部门的帮助，国药控股漯
河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发兵满怀感激。

王发兵口中的党建指导员，是
源汇区督查局派驻该企业的帮扶
人员张占营。由于审批资料准备

不足，国药智能物流园准备新建的
面积为 1.6万余平方米的仓库不能
按期开工，着急上火的王发兵向张
占营求救。了解情况后，张占营积
极协调源汇区发改委、区住建局等
职能部门，变项目审批“串联”为

“并联”，高效办理了相关手续，为
项目开工建设节省了宝贵时间。

“万人助万企”活动中，源汇区
建立“1+2+N”党建引领企业帮扶
工作机制，通过整合“一联三帮”、
企业特派员、首席服务官、党建指
导员等服务企业资源，为全区首批

136家企业全部配齐“党建指导员+
亲清政商监督员、政务服务代办
员+多个涉企单位帮扶员”服务专
班，在党建指导员统筹带领下，凝
聚服务合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 一 企 一 档 ”为 企 业 精 准 画
像。源汇区落实县级干部、区直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班
子成员等多个层面的分包服务任务，
将助企帮扶工作推进情况纳入科级
班子实绩考核，明确服务专班工作
纪律，制作服务专班联系牌，悬挂
到企业醒目位置。（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通讯员
吴双）一次提交，手把手指导，10分
钟办妥。12 月 16 日，在南阳市宛
城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该区的企
业服务专员袁洋陪同经营负责人郭
女士，通过电子化服务平台很快办
理了新公司入驻南阳新能源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审批手续。便捷高效的
业务办理流程和贴心的服务，着实
让郭女士感到暖心，“效率高，服务
好，我打满分！”

位于宛城区的南阳新能源经

济技术开发区集聚了一批特色产
业企业，作为宛城优化营商环境的

“试验田”，一系列创新举措在这里
落地实施。

袁洋担任企业服务专员，职责
是专门为企业提供行政审批“帮办”
业务。他告诉记者，在宛城区行政
审批服务中心开设的“企业开办专
区”上，经开区同区行政审批服务实
现了“无缝对接”，企业办理各种手
续畅行“绿色通道”，他们为企业“帮
办”的效率也越来越高，让企业能够
更好地集中精力搞发展。

宛城区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
动全区发展的“一号工程”，加大“放
管服”改革力度，按照“规范、便捷、
高效”的工作目标，以“万人助万企”
活动为抓手开展了各类“亲商”服
务，以优良的营商环境推动全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们给经开区管委会打了一
个电话，区自然资源局就主动安排
不动产登记人员上门服务。”南阳
市三色鸽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告
诉记者，以前企业办理相关不动产
登记，（下转第五版）

宛城区 亲商服务 提高帮办效率

源汇区 党建引领 配齐服务专班

12月14日，
几只黑鹳在温县
黄河湿地飞翔、
嬉戏。连日来，
在该湿地发现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
黑鹳达50余只。
近年来，随着湿
地生态环境持续
好转，每年冬季
吸引大量留鸟和
候鸟在此栖息过
冬。⑨6
徐宏星 摄

□本报记者 何可

光亮如镜面般的大直径硅片上，薄
如蝉翼的“刀锋”轻柔划切而过，精准

“裁剪”，实现了芯片单体化。
“这把锋利的‘刀’是我们研发的高

效精密超薄硅片划片刀。”12月 17日，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郑州三磨所”）科技发展部部长
孙冠男说，“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约是
10微米，我们的产品能够做到在一根头
发丝上开7道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硬材料
分会秘书长孙兆达说，郑州三磨所开发
出的芯片“切、磨、抛”加工全系超硬材
料制品，对我国芯片加工产业的独立自
主可控、保障芯片产业技术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

超硬材料及制品是支撑先进制造
技术的必备工具，被誉为现代工业的

“牙齿”。自成立以来，郑州三磨所承担
了大量国家、省（部）、市级科研项目，先
后取得各类科研成果 1320 项，获得国
家、省（部）级各类科技奖项 166 项，用
一系列“高、精、尖、专”超硬材料制品及
专用设备，填补了国内行业的空白，也
推动着我国超硬材料行业的发展。

由郑州三磨所研究开发的“高精度
超薄超硬材料磨具成套制造技术”“汽
车关键零件加工用高效陶瓷CBN磨具”

“硅片减薄砂轮”“微孔陶瓷工作盘”

“CNC多轴联动用砂轮”等高技术产品，
改变了我国高档精密超硬材料制品主
要依靠进口的局面，并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近 5年郑州三磨所研发投入达 1.4
亿元，科技投入达 3.92 亿元，分别占营
业收入的 7.3%、20.4%，有力保障了科
研创新与项目攻关在超硬材料制品领
域市场占有率领先，其针对电子信息、
汽车、航空航天、家用电器、光伏、LED、
风能等行业研究开发出的一系列“高、
精、尖、专”超硬材料制品，攻克了多项
关键技术，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

立足于“新”，是郑州三磨所发展的
主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
是谋未来。郑州三磨所认真贯彻落实
省党代会精神，坚持创新驱动，不断加
大科技创新和产学研合作力度，一批代
表着先进生产力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科
研成果花开郑州三磨所。

从磨具工具到功能材料，谋篇布局
未来，郑州三磨所把目光瞄向了硼掺杂
电极材料、金刚石超宽禁带半导体材
料、超精密加工刀具材料、高性能散热
材料、光学窗口材料、纳米金刚石等领
域，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升级。

“接下来，郑州三磨所将在超硬材料
制造上朝着高速、高效、高精密、绿色加
工方向发展，进行技术创新；同时，围绕
金刚石‘光、学、电、热、磁’等功能进行产
品布局。”公司总经理陈恩厚说。③5

创新河南面面观 新在哪儿

郑州三磨所

“创新领跑”布新局
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李昊 通

讯员 郜敏 姜大超）“梅花鹿全身都
是宝。一只成年公鹿的鹿茸，大概
能收入 9000元至 10000元。”12月
19日，在太康县转楼镇鹿呦鸣梅花
鹿养殖基地，正在割鹿茸的葛国富
说起养鹿经，头头是道。

葛国富在东北的梅花鹿养殖
场打了两年工，2020年 9月返乡创
办了梅花鹿养殖场。经过一年的
发展，存栏梅花鹿 210 只，目前已
成为河南省最大的梅花鹿养殖基
地；在鹿场长期务工的低收入者有

13 人，带动村民在自家养殖的有
30多户，村集体每年可增加近 5万
元的收入。

转楼镇组建了“圆梦转楼最美
乡贤群”，提供返乡创业、就业信息
以及太康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真
心实意吸引在外能人返乡创业就
业。葛国富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太康县每年外出务工劳动力约
50万人。这些在外务工者经过多
年打拼，积累了资金、熟悉了市场、
学会了管理，是太康沉淀在外的宝
贵资源。

如何变资源为财富？太康县
委、县政府在人力资源开发上做文
章，认真谋划实施产业技能提升、高
素质劳动力培育提升等12项“专项
行动”，吸引更多在外务工人员返乡
创业。同时，该县还在技能培训、
税费减免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扶持
政策，降低创业门槛，优化服务流
程，使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其他招商
引资项目享受同等待遇。

加快实施返乡人员创业培训，
做到有创业意愿人员应培尽培、人
人持证。（下转第五版）

返乡经济 绘就多彩画卷太康

□胡巨成 刘宏冰 张俊红

12 月 17 日，出山店水库工程竣
工移民安置工作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历时7年的出山店水库移民安置工作
圆满收官。

出山店水库是以防洪为主，兼顾
灌溉、供水结合发电的大（Ⅰ）型水库，
为国家“十三五”172项重大水利工程
之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单体
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自 1958年首
次上马，至2014年 11月开工建设，经
历了“两下三上”，堪称“世纪工程”。

水库设计总库容 12.51 亿立方
米，总投资 98.7 亿元，控制流域 2900
平方公里，可提供城市生活和工业用
水8000万立方米，年发电757万千瓦
时，灌溉面积50.6万亩。

移民安置工作是水库竣工验收的
前置要件。出山店水库移民安置工作
涉及信阳市浉河、平桥两区 7个乡镇
（办事处）44个行政村（居委会），影响
人口 59220 人，需拆迁房屋 127万平
方米，征地 98132 亩，建设安置点 12
个，安置房 9801 套，搬迁移民 39558
人，移民资金占总投资的84%。

作 为 移 民 安 置 工 作 的 牵 头 部
门，信阳市出山店水库生态建设服
务中心（原出山店水库移民局）担当
作为，创新工作，积极协调浉河、平
桥 两 区 ，以 及 市 直 相 关 单 位 和 勘
测 、设 计 、监 督 评 估 等 部 门 ，高 标
准 完 成 移 民 安 置 各 项 工 作 ，有 力
保障了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受到
国家和河南省的高度肯定，先后在
信阳成功召开全国、全省水库移民
工作现场会。出山店水库移民安置
工作，成为全国水库移民工作的新
标杆。

出山店水库移民安置工作通过国家验收

戏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