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以往政策相比，郑州市此
次出台的创业担保贷款力度

更大、诚意更足

全省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79.94亿元

扶持4.39万人自主创业

吸纳和带动就业15.26万人

贷款发放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23%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从
35万元增加到40万元

◎由财政部分贴
息变为
财政全额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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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探源稽古揆今

习近平复信“里斯本丸”号船幸存者家属

期待更多英国朋友为中英关系作出贡献

做好“口岸+”建设 发展口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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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27 日电 近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里斯本丸”号船
幸存者家属，鼓励其继续积极致力于
中英友好，期待更多英国朋友为中英
关系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1942年中国浙江省
舟山渔民英勇营救“里斯本丸”号船英

军战俘的感人事迹，是中英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共同
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重要见证，也是两
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历史佳话。我
对这段历史很熟悉，2015年我访问英
国时专门讲了这个故事。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英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 50周年。半个世纪以
来，正是得益于两国无数友好人士的
辛勤付出，中英关系才能不断前进。
希望“里斯本丸”号船幸存者家属继续
致力于中英友好，期待更多英国朋友
为中英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归欣）8 月 27 日，国
务院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组在郑州
召开现场办公会，围绕基础设施、重点工
程、民生保障等项目建设开展现场协调
和服务。督导和服务组组长、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易纲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王
凯出席并提出要求。

会上，省发改委汇报了我省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工具落实有关情况，省交投
集团、省铁建投集团等企业代表汇报了
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来自国
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部
门机构的督导和服务组成员，逐一回应
问题、详细阐明政策、提出工作建议。

易纲指出，从实地督导情况看，河南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决心
大、干劲足，推动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
施落地有力有效。督导和服务组将进一
步完善长效协调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优
势，耐心细致工作，在扩大投融资、提高
审批效率等方面给予河南更多支持，积
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希望河南加强项
目谋划储备，提高项目申报质量，推动更
多项目进入国家大盘子，强化施工能力、
原材料供应等保障，确保项目顺利开工
建设，尽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王凯对督导和服务组给予河南的支
持表示感谢。他说，督导和服务组召开现
场办公会，现场解答政策、现场解决问题，
面对面开展业务指导，针对性强、含金量
足，为我们抓住国家政策机遇，做好稳住
经济大盘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帮助。河
南一定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
济大省要勇挑大梁的指示要求，在督导
和服务组的具体指导下，进一步加大对
接力度，扎实做好项目前期，提升工作质
量效率，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务实重
干的工作作风，加快推动国家稳住经济
一揽子政策措施和接续措施落地见效，
为稳住经济大盘作出更多河南贡献。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国家开
发银行副行长张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
行长孙兰生、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委员崔勇
出席会议，孙守刚、费东斌参加。③9

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中共河
南省委“中国这十年·河南”主题新闻发
布会将于8月 28日上午10时在郑州举
行。

本次发布主题是“牢记嘱托 奋勇
争先 更加出彩”。发布会上，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楼阳生作主题发
布，并与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省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周霁，省委常委、常务
副省长孙守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陈舜一同回答记者提问，详细介绍新时
代这十年来，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在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
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在现代化
河南建设新征程上接续奋斗的生动实
践。省委新闻发言人、省委常委、秘书

长陈星主持发布会。
发布会将在河南日报客户端、顶端

新闻、河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大象
新闻等进行直播，中国发布、河南发布、
人民网河南、央视频等同步直播，敬请
关注。③6

中共河南省委今日举行“中国
这十年·河南”主题新闻发布会

扎实推进 两稳一保

河南要创建两大国家医学中心
03│要闻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8 月 27
日，省气象台预测，受冷空气影响，
本轮降水将持续到 30 日，其中西
北、北中部最高温度将跌破20℃。

据悉，我省抢抓有利天气时机，
空地协同，区域联动，实施大范围飞
机和地面人工增雨作业。在自然降
水和人工增雨共同作用下，26日 17
时—27日 6时，黄河以南出现小雨，
其中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周口、南
阳、驻马店、信阳等地部分县市出现
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全省平均降
水量3.9毫米，地市平均降水量最大

的是平顶山 12.3毫米；有 19个雨量
站降水量超过 25毫米，位列前三的
分别为桐柏县淮源68.8毫米、西峡县
阳城 47.4 毫米、固始县徐集 44.3 毫
米。最大小时降水量为桐柏县淮源
45.7毫米（27日3时—4时）。

省气象台预测，28日全省大部
有小雨，北中部、东部、东南部部分
地区阵风 6级左右。29日，全省阴
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
中部有中到大雨。30日，黄河以南
阴天有小雨，南部有中雨，其他县市
多云。③9

□本报记者 王向前

临近销售旺季，备货资金筹措不到
位怎么办？在郑州做生意的兰战胜被这
个难题困扰了许久，如今终于有了破解
办法。“40万元额度的贷款马上下来，财
政全额贴息。”8月 26日上午，正在忙着
办贷款手续的兰战胜乐滋滋地说。

今年以来，我省围绕稳就业工作大
局，有效发挥创业担保贷款“四两拨千
斤”作用。今年前 7个月，全省新增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 79.94亿元，贷款发放
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3%，扶持4.39万人
自主创业，吸纳和带动就业15.26万人。

提高额度贴息运转

近日，郑州市人社局、财政局共同
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担保贷款工
作的意见》，将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
提高到40万元，支持力度空前。

据了解，该创业担保贷款分为两
类：国家支持的贴息贷款和地方支持
的贴息贷款。在国家支持的贴息贷
款方面，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
不超过 20万元；合伙经营或组织起来
创业的，每人贷款额度不超过 20 万
元，担保贷款最高额度不超过 220 万
元；小微企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不超
过 300万元。在地方支持的贴息贷款
方面，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不
超过 20万元；合伙经营或组织起来创
业的，每人贷款额度不超过 20 万元，
担保贷款最高额度不超过 150 万元；
小微企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万元。

郑州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有关负
责人赵美库说，与以往政策相比，郑州
市此次出台的创业担保贷款力度更大、
诚意更足，“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从
35万元增加到 40万元，由财政部分贴
息变为财政全额贴息”。

复工复产稳企稳岗

资金缺乏，是小微企业发展路上绕
不开的障碍。朱好轩创办的绿硕清洗公
司目前有100多名员工。公司前期出现
亏损，进入下半年，需要抓住机会翻身。

商机离不开资金支撑。前段时间，
他向郑州市有关部门申请了 300万元
额度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目前钱
款已到账，财政贴息一半左右。“这些真
金白银扶持政策对我们帮助很大，解决
了公司的资金难题。”他说。

“财政手段对小微企业经营稳定有
着巨大助力作用。我们把援企稳岗政
策落细落实，提高企业的生存力和竞争
力。”赵美库说。

全省层面，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正为更
广泛的创业个体和小微市场主体注入“活
水”。不久前，省政府印发《稳就业若干政
策措施》，明确“对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实行
财政全额贴息”。据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局
工作人员介绍，政策实施2个月来，全省创
业担保贷款月均发放量提高了80.9%，创
业者申请贷款积极性显著提高。③6

人工增雨“解渴”
20℃风雨换季

个人创业贷款 政府全额贴息

“真金白银”激发创业就业活力

偃师二里头
遗址出土的
青铜爵

郑州大河村遗址
出土的彩陶双连壶

巩义双槐树遗址
出土的牙雕蚕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张体义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闪耀，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
丰厚滋养。数千年流转，文明长河究竟
经历了怎样的起承转合？这些问题牵
系根脉，需要一代代专家学者接续探索
和解答。

今年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
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
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河南迅速行动，
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
在考古发掘、研究阐释、文化遗产转化
利用等方面全面发力，“中华文明探源”

“何以中国”“宅兹中国”等，成为中原大
地这个夏天里的热词。

新郑裴李岗、渑池仰韶村、登封王城
岗、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在河南各
地考古工地上，活跃着无数汗湿衣背的
考古人身影。他们用手铲拨开历史重重
迷雾，探寻关于文明的密码，在中华文明
探源中展现着河南担当、河南贡献。

实证不断裂的中华文明史

8 月 13 日晚，央视大型文博节目

《中国考古大会》聚焦偃师二里头遗址，
带领观众穿越 3800年历史时空，一睹

“夏王朝”先民生活的鲜活图景。
历经 60多年的考古发掘，二里头

遗址面貌越来越清晰。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
涛说，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史无前例的王
朝都城遗址，正是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
都邑的出现，当时的社会政治实体由

“满天星斗”进入“月明星稀”的广域王
权国家阶段。

河南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
中国现代考古学从渑池仰韶村起步，中
华文明探源从河南开始。

一组“重磅”数据，见证文明探源的
中坚力量。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立项，对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登封王
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偃师二里头
遗址、郑州大师姑遗址以及山西襄汾陶
寺遗址 6处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
邑实施重点研究，这其中河南就占了 5
处。

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实证不断裂
的中华文明史。从旧石器时代的栾川
孙家洞遗址、荥阳织机洞遗址、郑州老
奶奶庙遗址到新石器时代的新郑裴李
岗遗址、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巩义双槐
树遗址乃至夏商周三代的偃师二里头、
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都邑遗址，清晰
地勾勒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
的文化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

“一部河南史，半部华夏史。”常年
奔走在河南重要考古工地的中国考古
学会理事长王巍如此评价，河南的考古
发现与研究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顺
利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与学术支撑，
为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提出了河南方案、贡献了河南力
量。

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
工作，就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
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院）项
目开建、成立夏文化研究中心，深化仰

韶文化、殷商文化等研究阐释。8月 23
日，依托鹤壁辛村遗址建立的豫北文物
整理基地动工，河南正在努力打造全国
一流、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考古科研机
构。

重现气象万千的历史图景

6月 25日，禹州瓦店遗址发布最新
考古成果。该遗址西北部偏南处发现
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型夯土建筑，是一处
平面呈“回”字形、面积800多平方米的
祭祀遗迹遗存。

“通过发掘以及对祭祀建筑的全面
揭露，与祭祀建筑相关的遗迹总数有
100多个。这是古代文献‘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的真实写照。”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研究员方燕明说。

在南阳黄山遗址，房摞房、墓摞墓，
玉石、陶片随处可见，“一眼三千年的考
古奇观”令人叹为观止。考古人员在这
里找到了仰韶文化“前坊后居”的坊居
式建筑群，找到了屈家岭文化的大墓、
玉器加工基地，让我们得以窥见几千年
前“黄山造”的玉器从这里辗转走向中
原、流通江汉。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 孟向东）
当前正值河南保秋粮丰收的关键时
期，面对严峻旱情，中国气象局调配
一架高性能增雨飞机，日前飞抵南阳
机场，支援河南开展抗旱增雨作业。

增雨飞机以南阳机场为基地，
抢抓近期一切有利天气条件，联合
火箭、高炮等地面增雨装备，全力在
河南开展飞机地面立体化人工增雨
作业，尽最大努力增加降水量，缓解
当前旱情、增加水库蓄水量。

此次支援河南的高性能增雨飞
机是新舟 60 机型。该飞机机动性
强、携载能力大，可形成面源播撒，
进行大范围、长时间连续性作业。
同时，该飞机还加装了大气探测子
系统、催化作业子系统、空地通信子
系统、任务集成子系统和任务电源
子系统，实现空地协同指挥下的大气
科学探测和人工增雨作业，可对空中
云水资源进行实时探测，寻找适合作
业的区域，提高作业效率。③6

新舟60来豫支援抗旱增雨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扎实做好抗旱保秋工作
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