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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
记、常务副院长吴宝志同志，因病于
2022 年 5月 6日在郑州逝世，享年
69岁。

吴宝志，1953年 6月生，河南遂
平 人 。 1970 年 12 月 参 加 工 作 ，
1974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陆军 160 师炮兵团政治指导员、
群联科科长、秘书科科长，河南省委
统战部经联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

挂职任鹿邑县委副书记，河南省社
会主义学院院长（副厅级），中共河
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常务
副院长（正厅级），河南省政协学习
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统一战
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政协
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政协第九届、第
十届河南省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
一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2016
年 12月退休。

本报讯（记者 张体义 温小娟）
记者5月 27日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获悉，新郑郑韩故城后端湾铸铁遗
址考古获得重要收获，发现大量铸铁
相关遗迹和遗物，其中脱碳窑是战国
铸铁遗址中首次发现。这一发现将我
国球墨铸铁的年代向前推进至少 200
年。

后端湾铸铁遗址位于新郑市郑韩
故城东城区西南部，面积近 10万平方
米。该遗址是战国中晚期韩国都城一
处铸造工具和农具的官营手工业作
坊，主要功能是铸造铁器，同时承担一
部分铸造兵器的功能。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自 2020 年起对该遗址展开
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陶器、铜
器、铁器和石器等各种材质文物 400
多件。

此次新发现的脱碳窑平面呈长方

形，由火门、火道和窑床组成。该窑布
局整齐规整，平面呈方形，有多火道设
置，体现了加热过程中的温度控制技
术和能力。根据其形制和出土遗物判
断，该窑的功能应该是热处理炉，具有
脱碳的功能。

根据相关研究，后端湾遗址所出
铁器在铸造后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加工
处理，主要加工方法有铸铁脱碳、退火
柔化和铸后锻打等，以满足器物性能
要求，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本次发掘
发现大量与铸铁相关的遗存，数量之
多，保存之完整，为战国时期同类遗址
中少见，其中脱碳窑是战国铸铁遗址
中首次发现，对揭示当时的铸铁工艺
技术水平，研究中国铸铁技术的起源
与传播具有重要作用。”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新郑工作站研究员樊温泉
说。③4

本报讯（记者 陈辉）5 月 27 日，
河南省政务大数据中心揭牌，这是我
省重塑省直数据信息机构职能体系
的重要一步。新成立的省政务大数
据中心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整合了
29 个省直部门数据信息类事业单位
承担的信息化建设、运行维护和数据
资源管理职责。

据介绍，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要
职责为：负责全省政务数据、公共数
据、社会数据等数据资源的标准拟定、
汇聚融合、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负责
政务云、政务网络等电子政务基础设
施，以及公共基础类支撑平台和应用
系统的建设、运行维护和安全保障；负
责为省直部门政务信息系统建设、运
行维护和数据治理提供技术服务和保
障等；承担省政务服务大厅日常管理
服务和省级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的日常运行和服务管理工作。

当前，数据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
素，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在经济社会数
字化转型中举足轻重。我省按照“整
体政府”理念，集成推进行政审批制

度、“放管服效”、政务服务、政务数据
信息机构等改革，重塑省直行政审批
和政务数据信息机构职能体系，统筹
各类资源，加快数据共享，充分发挥数
字化引领、撬动、赋能作用，驱动审批
流程优化再造和政府治理方式变革。

“省政务大数据中心将有效破除
数据壁垒，构建全省一体化数据资源
共享体系，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
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
务，全面提升数治能力，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为推动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确
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确保高水
平实现现代化河南提供有力支撑。”河
南省政务大数据中心负责人表示。

省政务大数据中心揭牌后，我省
将形成一局（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
管理局）、一中心（省政务大数据中
心）、一公司（省属政务信息化功能类
企业）机构职能体系，进一步建立完
善统筹规划、统筹管理、统筹建设、统
筹维护的政务信息化管理体制机制，
加快推动形成全省“一朵云、一平台、
一系统、一张网、一城墙”。③7

河南省政务大数据中心揭牌
构建全省一体化数据资源共享体系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本报通讯员 周强 郭纬航

5 月 27日，河南省地质局在郑州
揭牌成立。河南省煤田地质局、河南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河南省有色
金属地质矿产局，合并成立新的河南
省地质局。河南省地质局管理的河南
省地质研究院、河南省豫地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也同时揭牌成立，形成了“一
局一院一集团”的新格局。

地质队伍成就辉煌

20世纪 50年代，河南省煤田地质
局、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河南省
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的前身相继成立。

河南 3 万地质尖兵，几十年辛勤
耕耘，谱写出探寻资源宝藏的壮丽诗
篇。平顶山煤田、栾川钼矿、小秦岭金
矿、舞阳铁矿、三门峡铝土矿、桐柏天
然碱矿……一个个世界级、国家级矿
产地被陆续发现，在全国处于领先地
位的矿产储量不断增长，为河南省工
业体系的形成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工业粮食”，为保障国家能源
资源安全作出了河南贡献。

转型发展再立新功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地质工作
转型发展，走向生态文明建设主战
场。在矿区，开展矿山环境恢复治理、
绿色矿山建设；在农村，开展土壤污染
调查、土地整理；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
治理工程，从太行山，到黄河、淮河全
面展开。

守护能源资源战略安全底线。找
矿突破战略行动，实现了河南优势矿

产的资源倍增、储量倍增，战略性矿
种、清洁能源勘查取得新突破；境外矿
产勘查成果丰硕，提升了我国在全球
资源配置中的话语权。

彰显服务国计民生的基础作用。
从城市地质、农业地质、工程地质，到地
质旅游、地质康养，地质工作的链条越
拉越长、领域越来越广。在地质灾害防
治、应急抢险救援中，河南地质人撑起
了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网”。

大力推进地质科技创新。从“锤
子罗盘放大镜”到“深时深地深空”，从

“3S”到数字化智能化现代化，一次次
创新突破，一次次技术进步，标志着河
南地质科技的华丽嬗变、多项关键核
心技术在国际上领先。

改革重组挑起重担

重组地质豫军，是事业单位重塑
性改革的要求，是提升事业单位服务
保障能力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现代
化河南建设的必然要求。新成立的河
南省地质局为省政府直属公益一类事
业单位。

我省以前瞻性战略眼光，重组地
质豫军、重建地勘航母、重塑地质产
业、重振地质科技，河南地质工作站上
了新的历史起点。

新的地质管理结构进一步优化，
功能更加明晰，河南省地质局将在服
务生态文明建设、保障能源资源安全、
地质灾害防治、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地
质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河南省地质局将继续推动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创新，实现从“瘦身”到“健
身”，从“物理变化”到“化学反应”，从“改
头换面”到“脱胎换骨”的转变。③5

地质豫军为何重组

河南后端湾铸铁遗址首次发现脱碳窑
将我国球墨铸铁史提前至少200年

吴宝志同志逝世

非常之年战三夏

农民要创收

农民要创收，还要增加农
民财产性收入。《意见》明确，
将 深 化 土 地 制 度 改 革、发 展
壮 大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完
善 利 益 联 结 机 制 。 具 体 而
言，稳慎推进孟津、宝丰、新
县、巩义、长垣农村宅基地制
度 改 革 试 点 ；到 2025 年 ，所
有行政村都有集体经营收入，
其中年经营收入 5 万元以上
的 达 80% 以 上 ；推 动 农 民 专
业合作社、龙头企业与农民建
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以市场
为纽带进行联结，开展订单收
购，指导农户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实施标准化、专业化、规
模化生产。③7

《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指导意见》

农民要增收，发展乡村产业
是关键。《意见》明确，要在提高
粮食生产效益、发展优势特色农
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强科技和
装备支撑等5个方面下功夫，扛
牢粮食安全重任，确保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到2025年，提
升高标准农田 1009万亩，优质
专用小麦发展到 2000 万亩左
右 ，优 势 特 色 农 业 产 值 达 到
6500亿元，创建 400个 A 级乡
村旅游示范村，全省乡村旅游年
经营总收入达到 3000亿元，主
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7%以
上，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达90%以上。

农民要增收

农民要致富，掌握技能很重
要。《意见》明确，将加快乡村人
才培养、加快市场主体培育、拓
宽农民就业渠道、强化农民就业
服务、大力促进返乡创业。具体
而言，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
南”建设，每年完成农业农村从
业人员和转移就业劳动力持证
培训 50 万人次以上；到 2025
年，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发展到 1000家以上，家庭农
场发展到 30万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发展到 21万家，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发展到500个以上；采
取以工代赈方式实施的项目，劳
务报酬不低于该项目中央及省
安排资金的15%。

农民要致富

□本报记者 赵一帆 薛迎辉

麦收前会比麦收中更忙吗？张银垒
的答案是肯定的。

早上 7点半，和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
天财通电话交流小麦情况；上午9点，为农
户联系收割机，提供收储小麦“一条龙”服
务；中午，与金融机构沟通融资贷款；下
午，检查为夏播预先购置的种子和化肥、
安排腾挪粮仓……5月 27日这天，张银垒
忙得脚不沾地。

31岁的张银垒，是地道的“90后”新农
人——河南天硕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人。虽然年纪不大，却闻名当地，组织30多
人的团队流转、托管了4.6万亩土地，涉及6
个乡镇53个行政村，种的全是优质小麦。

10天前，张银垒托管的叶县仙台镇大
李庄村高标准农田核心区麦田进行了小麦
测产。“亩产平均在1200多斤，计划两天后
开始收割，天气给力，丰收在望。”他说。

不只是种田，在时代的大潮中，张银
垒把农业玩得很“潮”。流转、托管的 4.6
万亩土地，合作模式就有三种：公司流转
土地自己种、为农户提供种子化肥技术等
发展订单农业、与种植大户合作经营。

“地是农户的，粮食也归农户，活儿都
由我们来干。”张银垒说，公司提供从种子
供应、整地、施肥、播种、田间管理，到最终
收获、销售等环节的全程托管。

“‘一条龙’托管的优势，关键在于集中
采购、科学管理和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利用
规模经营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叶县
农业农村局局长兰世庆说，土地托管模式，
整合了农业项目资源，既实现了科学种田、
保质保量，也降低了农户生产成本，让小农
户成为适度规模经营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我们不仅确保农户‘零风险’，还要
年年获得稳定的高收益。”张银垒说，托管
的地块全部上了农业保险，还与农户签订
收购订单，不管年景如何、粮食价格如何、
产量如何，都以同样标准保底。

有了土地托管，农户不仅成了“甩手
掌柜”，挣的钱还比以前多了。大李庄村
党支部书记徐中明说：“村集体流转的700
亩地全交给公司托管，一年能给村里带来
超过20万元的收入。”

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了紧跟时代步
伐，张银垒聘请了多名省、市农业技术专
家当顾问，还成立了4个专业服务团队，配
套大型拖拉机、自走式植保机、联合收割
机等大型农业机具200余台（套）。凭借科
学种田和专业化团队，张银垒迅速成为当
地有名的“新农人”。

“今年，我们要继续扩大规模，并且计
划在流转土地和统一提供种子技术化肥
的同时，培训村民成为农机手参与田间管
理，为他们再增加一份收入。”张银垒又谋
划起了新“招式”。③7

■关注省直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提高粮食生产效
益、发展优势特色农
业、加快乡村人才培
养……5月 27日，记者
从省政府获悉，我省印
发了《持续增加农民收
入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明确 20
条具体举措帮农民鼓
起腰包。

55月月2727日日，，永城市苗桥镇新庄村麦田永城市苗桥镇新庄村麦田，，农民抢抓晴好天气农民抢抓晴好天气
收割小麦收割小麦。。⑨⑨66 刘广刘广 摄摄

5月 26日，中储粮邓州直属库有限公司质检员在进行样
品检测演练，为夏粮收购做准备。⑨6 赵正强 摄

““9090后后””
新农人新农人
玩转麦田玩转麦田

根据预测，今年“三夏”期间我省气象
灾害风险主要有：5月下旬我省北中部干热
风风险较高，可能影响未成熟小麦的后期
灌浆；豫东、豫西南等地干旱可能持续并发
展，需注意对秋作物适期播种的影响；局地
强对流天气可能影响小麦机收进度。

气象专家建议，进入适宜收获期的麦

区，应及时关注天气信息，抓住有利天气
条件，科学组织收获晾晒，确保小麦颗粒
归仓。豫南麦区应抢抓有利天气，及时抢
收、抢晒；豫中、豫东和豫西等地旱情将会
持续，干旱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旱情严重
地区要及时造墒播种。③5

（本报记者 赵一帆 李若凡 整理）

全省平均气温偏高 干热风风险较高

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