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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
本报讯（记者 沈剑奇）崇宗敬

祖，同心同德。当地时间3月 26日
上午，壬寅年英国华人华侨恭拜轩
辕黄帝大典在伦敦唐人街举行。

大典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
睦和谐”为主题，参照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并结合英国当地实际，设“狮醒
国魂、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拜
礼、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拜、
祈福中华、天地人和”九项仪程。

在震天的锣鼓声中，精彩的醒
狮表演拉开了大典的序幕。在英
华人政要、企业家、各地同乡会负
责人等华人华侨代表依次向人文
始祖敬献花篮和净手上香。伦敦
华埠商会主席、英国“官佐勋章”获
得者邓柱廷作为主拜人饱含深情
地诵读拜祖文。

在“乐舞敬拜”环节，来自英国
华人女性联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
们身着汉服，用轻灵的舞蹈向先祖
表达深切的敬仰；旅英歌唱家与华
人小朋友们共同演唱《黄帝颂》，用
歌声传递海外中华儿女的美好愿
望。现场嘉宾还一同悬挂祈福牌，
祈福家乡风调雨顺，祖国繁荣昌
盛，世界和平安康。

活动由全英河南同乡联谊会
暨英国河南商会、英国黄帝文化创
新发展基金会主办，中英科技创新
平台 CNUKTIP 承办，伦敦华埠商
会、英国中华总商会协办。英国华
人华侨恭拜轩辕黄帝大典今年是
第三届，已成为海外华人传播中华
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中英文化交流
的重要平台。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歌 通讯员 贾臻
魏薇）360度观赏国宝级文物、用编钟自
创乐曲……3 月 27 日，在洛阳博物馆

“河洛之光”数字馆，“数字黑科技”不仅
让历史文物“活起来”，更为游客打造了
沉浸式体验。

夏、商、西周、东汉……进入展厅，
曾在洛阳建都的十三个朝代名称的投
影指引着参观者来到“国宝之光”主题
区。通过全息投影与触摸屏互动的方
式，大家可以 360度观赏洛阳博物馆馆
藏的7件国宝级文物的三维模型。

洛阳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馆
主要运用多媒体投影墙、多媒体互动、
VR投影、幻影成像等技术和手段，打造
出多种多样的互动体验形式，为广大游
客展示十三朝古都洛阳历史文化的辉
煌灿烂和独特魅力。

记者循着丝竹之声来到“礼乐之
光”主题区，这里展陈的是一套按照我
国古代“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复
制的编钟，大家可即兴创作，现场演奏，

感受古乐之美。
据介绍，截至目前，“河洛之光”数字

馆共接待观众 4 万人次。数字馆通过
“文物+科技”的方式，把静止的文物、抽
象的文化转化为可看、可听、可感的内

容，沉浸式的游览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

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
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
特殊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历

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当下，洛阳正着力打造沉浸式文旅

目的地，如何进一步丰富沉浸式体验内
容，让更多年轻人关注文物、感受文化，
成为博物馆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此前，洛阳博物馆推出了一款融入
馆 藏 文 物 的 剧 本 杀《洛 阳 东 风 几 时
来》，通过数字化技术，“晋归义胡王”
金印、透雕龙纹玛瑙璧、金狮串饰等文
物在剧中“活起来”，数名剧本杀玩家
通过收集证据、交流、推理，逐渐揭开
故事的真相……

“‘文物+剧本杀’是洛阳博物馆打
造数字化文创产品的一种尝试，利用传
统文化打造文物 IP，挖掘博物馆文创产
业的发展潜力。”洛阳博物馆馆长李文
初表示，将进一步依托虚拟现实、场景
塑造、全息投影、智能交互等技术，结合
文物 IP营造出虚实结合的空间，进一步
提升游览的交互感、场景感、代入感，助
力洛阳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沉浸式文旅
目的地。③5

本报讯（记者 樊霞 成利军）
记者3月28日从济源示范区获悉，今
年前两个月，济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同比增长26.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4.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一位。其
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9.2%，占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91.3%，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19.4个百分点。

“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发
力，生产、投资和消费增速加快，前
两个月财政收支数据好于预期，民
生保障有力有效。”济源示范区财
政金融局负责人说。

据了解，济源不断强化财政收
入组织，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兜牢兜实“三保”底线，严控一般性
支出，将有限资金用于经济发展的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前两个月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2.9亿元，
同比增长 7.5%，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3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济源坚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统计数字显示，济源前两个月规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8%。其中，
大型企业相关产品订单充足，生产
调度安排合理，运营成效得到持续
巩固，对工业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拉
动突出。同时，固定资产投资明显
提速，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前
两个月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同
比增长 20.2%，占全部投资的比重
达 81.0%，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16.5
个百分点。③7

□本报记者 宋敏

当前，河南“十大战略”深入实施，
交通强省加快建设，公路交通网络持续
发展。3月 28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
获悉，该厅近日出台《河南省“十四五”
公路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将
着力补短板、优供给、强服务、保安全、
增动能，构建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
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公路“一张网”，
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枢纽经济先
行区、建设现代化河南提供坚强支撑。

“两圈三山六通道”加密高速网

“我们将实施高速公路‘13445’工
程、普通干线公路‘畅通畅连’工程、农
村公路‘提档提质’工程，全面提升公路
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品质。”省交通运
输厅规划处有关负责人说。

按照《规划》，“十四五”时期，全省
公路交通计划投资 5200 亿元，其中高
速公路 4000 亿元、普通干线公路 600
亿元、农村公路 500 亿元等，到期末公

路总里程达到 29万公里，基本实现“市
市有环线、县县双高速”，普通干线公路
二级及以上比例达到75%以上，农村公
路里程达到25万公里左右。

规划中的高速公路建设，以“两圈三
山六通道”为重点。“两圈”，即环郑州都
市圈高速公路、环洛阳绕城高速公路；

“三山”，即大别山、太行山、伏牛山高速
公路；“六通道”，即京港澳、连霍、大广、
二广、北沿黄、宁洛通道内高速公路。围
绕此重点，我省谋划了一批高速项目，将
加快建成安罗、沿黄等高速公路，推动京
港澳、连霍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

此外，“十四五”期间，我省还将新
改建普通干线公路 3000 公里以上，畅
通 G107、G310 等国道主干线和一批
国、省道瓶颈路；推进跨黄河通道建设，
建设跨黄河桥梁14座。

从“走得了”转向“走得舒适”

当前，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
略在河南交汇叠加。《规划》特别强调了

强化重大战略服务支撑。
比如，提出推进郑州与都市圈其他

8个城市高速公路、快速通道建设，实施
普通干线公路拥堵繁忙路段扩容改建，
加快形成郑州都市圈中心城市间的大
容量、快速化综合交通廊道等。提出打
造 S312、G327黄河南北岸沿黄快速通
道，构筑兼具生态、文旅、交通等功能的
沿黄交通走廊；积极探索铁路、公路、城
市道路共建共用黄河桥等。

“消灭次、差等路，提升中、良等路，
稳定优等路”，大力实施路面修复、改造，
引导和推动普通国省道“被动养护”向

“主动养护”转变；促进公路交通数字化、
智能化，大力实施河南省“车路空天”一
体化感知系统工程、基础设施运行监测
工程；高速公路服务区快速充电桩全覆
盖，普通干线公路服务区因地制宜推广
充电桩……《规划》在增强公路养护管理
效能、加强科技创新智慧引领、推动绿色
循环低碳发展等方面，也作出具体部署。

“未来，我们将努力提供多层次的公
路出行服务，让群众从‘走得了’转向‘走

得便捷、走得安全、走得舒适’。”省交通
运输厅负责人说。高速公路快速网畅达
便捷，普通干线网完善均衡，农村公路基
础网通村达组，一张畅、安、绿、智、优的
高质量公路“工笔画”正加紧绘制，有力
支撑交通强省和现代化河南建设。③7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通讯
员 张贵鹏 王彬）3 月 28日，记者
从省住建厅获悉，该厅日前印发通
知，要求在全省组织开展“万人助
万企”助力建筑业发展“十项活
动”，有针对性地帮企助企，服务全
省建筑业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据介绍，“十项活动”将聚焦建
筑业企业转型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突出问题、疑难问题，着力为省内
建筑业企业发展搭建经验交流、银
企对接合作、上下游产业深度融合

“三大平台”，支持企业走出去、提
升企业资质能力和管理水平、提升
品牌效应、打造产业联盟和产业平
台建设、推进建筑企业战略转型与
产业升级、推出一批先进经验、引
导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河南
省建筑业企业朝着高质量发展加
速迈进。

根据安排，今年省住建厅将组

织开展建筑业上下游企业现场产
销对接会、银企对接、建筑业“走出
去”、企业资质提升、建筑智能工厂
观摩等活动，组织推介智能建造优
秀企业、建筑业优势品牌和特色产
业。

建筑业上下游企业现场产销
对接会，将深度对接上游钢铁、铝
材、门窗、建筑部件、工程机械、新
型建材等企业和下游建筑企业，促
进相互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促进
供应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衔接配
套。

开展银企对接活动，会同金融
管理部门帮助我省建筑业企业与
金融机构建立对接桥梁，以建筑材
料、工程设备、在建工程作为抵质
押物进行融资，共同开发适应建筑
业特点的信贷产品，缓解建筑业企
业资金压力，促使签约一批银企合
作项目。③5

本报讯（记者 谭勇）如何加强
水利防洪工程建设，提升防汛减灾
能力？3月 22日，记者从省水利厅
获悉，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
于加强水利工程补短板提升防汛
减灾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明确七项重点任务。

我省处于南北气候和山区向
平原的两个过渡带，水旱灾害频
繁。《意见》的出台旨在深刻汲取郑
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教训，切实
加强水利防洪工程建设，全面提升
防汛减灾能力。

《意见》明确的七项重点任务
分别是：加快水毁水利工程修复进
度、分类推进除险加固、抓好黄河
防汛工程建设、消除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防洪风险隐患、实施河道清障
工程、加快重点防洪工程建设、提
高郑州市防洪能力。

《意见》提出，“十四五”期间，我
省开工建设昭平台水库扩容（替代

下汤水库）工程、汉山水库，实施淮河
流域重点平原洼地治理工程、南水
北调中线防洪影响处理后续工程、卫
河共产主义渠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加快建设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确
保2023年汛前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按照郑州城区段200年一遇防洪标
准，实施贾鲁河上游尖岗和丁店水
库大坝加高、常庄和河王水库扩挖、
楚楼水库溢洪道改造、郭家咀水库
加固清淤、庙湾水库新建等工程。

根据《意见》确定的目标，2022
年汛前，完成“7·20”暴雨洪水模拟推
演、水毁水利工程修复、已完工的中
小河流治理项目验收工作，基本完成
贾鲁河河道防洪工程、郭家咀水库加
固清淤工程、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
整治任务，做好黄河和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总干渠等重点工程的防汛准备
工作。2022年年底前，完成贾鲁河
综合治理工程主体工程、妨碍河道行
洪突出问题整治任务。③5

英国华人华侨拜祖大典举行

“十项活动”助力建筑业发展

前两个月

济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全省第一

七项重点任务补齐水利工程短板

科技让博物馆“潮起来”

安阳：“一岗一房”让人才从蜗居到优居

绘制高质量公路“工笔画”
“十四五”末我省公路通车里程将达29万公里

强能力 锻作风 优服务 促发展

游客在洛阳博物馆“河洛之光”数字馆参观。⑨6 受访者供图

3月27日，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定鼎门遗址片区，油菜花、连翘竞相开放，与仿古建筑相互映衬，呈现出“隋唐春色”盛景。⑨6 黄政伟 摄

本报讯（记者 陈辉）记者 3月
28日从省工信厅获悉，我省7个部
门联合打造的支持“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发展的“专精特新贷”业务有了
新进展，10家银行、5家担保机构、
11家天使风投创投基金被遴选为
第一批“专精特新贷”合作机构。

“专精特新贷”设计了银行直
贷、银担合作和投贷联动三种信用
类金融服务模式。经机构自愿申
报、专家评审，认定中国银行河南
省分行、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建
设银行河南省分行等 10家银行，
中原再担保集团科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郑州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
司、郑州农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等
5家担保机构，河南高科技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中金汇融私
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河南豫资朴
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11家天使风投创投基金为第一批

“专精特新贷”合作机构。
据介绍，这些合作金融机构将

成立“专精特新贷”专属服务团队，
开设绿色审批通道，优化信贷流
程，提高贷款审批、发放效率，尽力
满足企业成长发展过程中的融资
需求。③7

这些机构可以办理“专精特新贷”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张涛

一室一厅50平方米，酒店式装修、门
禁式独栋管理，空调、热水器、家具一应俱
全，拎包就能入住。这样的房子，不是宾
馆，而是安阳市给人才提供的周转房。

3月 28日，走进位于安阳市北关区
无人机科创园的人才公寓，记者看到，
一个个装修现代化的单间十分“吸睛”。

“今天刚领到钥匙，没想到能住上
这么好的房子。”24岁的贵州籍小伙蒙
祖民毕业于南昌航空大学，经招聘来到
安阳一家无人机企业工作，他符合安阳
市“洹泉涌流”人才集聚计划政策，可以
申请入住北关区提供的周转房。“免去3
年租房‘蜗居’的麻烦事儿和费用，以后

就能心无旁骛地工作啦！”他兴奋地说。
从去年开始，安阳市在全省率先推

出“新引进人才免费入住3年周转房”的
“一岗一房”引才举措，全力解决引进人
才的“后顾之忧”。所谓“一岗一房”，即
只要到安阳就业的新引进人才，名下无
房者可申请入住周转房。

安阳市深挖潜力，市县两级联动，
或由住建部门牵头整合公租房、棚改
房、公有住房等政府资源，或通过支持
企业自建配建、第三方合作等途径，仅
去年就筹备周转房源 1359 套，实现对
五县四区产业集聚区的全覆盖，对有意
愿来安阳就业的大专以上学历人才住
房需求全满足。

“不仅要让引进人才有房住，还要
想方设法让他们住得好、住得舒心、在
安阳安家。”安阳市委书记袁家健提出
明确要求。

记者来到安阳县惠鑫公寓，只见小
区内正在进行绿化美化。“这片人才公
寓更像是一个社区。”安阳县人社局公
共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树彬介绍。

在这处人才公寓，记者看到“打工
人”日常所需的基本设施十分完善，有宽
敞的室外活动空间，还有健身房、阅览
室、会客厅、娱乐室、洗衣房等功能室。

杨树彬介绍，惠鑫公寓是为引进人
才“量身定制”的一种公寓类型。这里紧
邻安阳县政务服务中心，周边有旭阳光

电、嵩阳电子等多家企业，随后附近还会
配套建设幼儿园、医院、超市等设施。

据了解，安阳市专门制定了《安阳市
引进人才申请周转房实施细则》，规范周
转房申请分配、运营管理、服务保障等流
程，对人才实行“一人一档”清单式管理
服务，现有房源重点保障新引进的急需
紧缺人才、特殊人才和青年储备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在房源充足的前提
下，还可以调剂一定比例的房源，服务
新招录、本地无房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和“三支一扶”志愿者，进一步扩大人才
优惠覆盖面。

据悉，自“一岗一房”政策实施以
来，安阳已累计汇聚高层次人才 7733
人，为企业引进大专以上学历人才 1.2
万余人，其中重点企业引进急需紧缺人
才2352人。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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