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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

路”国际合作论坛硕果累累，让

“空中丝路”越飞越广。即日起，

本报开设专栏，深入采访知名专

家学者、部门负责人等，对此次论

坛成果、“空中丝路”建设经验、未

来发展谋划等进行探讨解读，展

示真知灼见，助力行业发展。③7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今冬以来最强寒潮
如约而至。11月 27日，省气象台发布寒潮、大
风蓝色双预警。

省气象台预测，11月 28日到30日，我省自
北向南气温将大幅度下降，全省大部最低气温
降幅10℃以上，西部、西北部和东部、东南部降
温幅度在12℃以上，局地降温14℃到16℃。预
计 11月 30日，全省大部最高气温降至-2℃~
1℃。11月 30日、12月 1日和2日早晨，全省最
低气温，西部、北部降至-8℃~-6℃，局部降
至-10℃，其他县市降至-4℃~-2℃，大家要做
好防寒保暖工作。

此外，降温的同时还伴有大风，风寒效应
会加剧体感寒冷程度。受强冷空气影响，11
月 28日到 30日，全省自北向南转偏北风 6级
到 7级，阵风 8级到 9级，中西部局地 10级以
上 。 此 外 ，北 部 、西 部 体 感 温 度 将 低
于-10℃。预计 30 日白天，大部地区体感温
度将降至 0℃以下，而夜间北部、西部的体感
温度甚至低于-10℃。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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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晓波

小雪过后，天气渐寒，小麦从11月底将陆
续进入越冬期，冬前小麦咋管理？麦苗如何安
全越冬？日前，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组织省小
麦生产专家指导组、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有关
专家针对今年气候与播种基础，研究制定了
《河南省2022年小麦冬前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科学分类管理，促进小麦
正常生长，奠定明年夏粮丰产基础。

“今年国庆节期间出现大范围持续降水过
程之后，我省抓住土壤墒情充足、气温适宜的
有利时机，各地抢时收秋腾茬整地，麦播面积
稳定、播期适宜集中、麦播质量整体较高，麦播

基础是近年来较好的一年。”省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副站长毛凤梧坦言，今年麦播也存在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部分抢墒播种、播期偏
早、播量偏大麦田，存在冬前旺长风险，不利于
小麦安全越冬。

“冬前控制小麦旺长，是防止小麦冻害最
有效的办法。”毛凤梧建议，对播种偏早、有旺
长趋势的麦田，可适时进行深中耕断根或镇
压，也可喷施化控剂抑制其生长，控旺转壮。

另据气象部门预报，拉尼娜事件正在持
续，天气不确定性增大，尤其对播种偏早、播量
偏大出现旺长趋势的麦田，若冬前或越冬期遭
遇强降温天气极易发生冻害。《意见》指出，各
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冬前镇压和适时

浇水的麦田防冻预案。一旦冻害发生，要视苗
情、分灾情及时采取灾后补救措施，把损失降
到最低。

“目前全省小麦发育较为正常，也正是冬
前化学除草的关键时期。”河南农业大学农学
院副院长、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王晨阳说。

《意见》指出，冬前麦田化学除草宜在小
麦 3~5 叶期、杂草 2~4 叶期、日平均气温在
6℃以上的晴天根据草情选用对路农药适时
进行化学除草。驻马店、信阳等地多花黑麦
草发生严重麦田，应在小麦播种后出苗前进
行喷雾封杀的基础上，于小麦 3 叶 1 心期以
后，适时喷施唑啉草酯或甲基二磺隆进行补

杀，确保防效。
对于农民普遍关心的冬前麦田要不要浇

水问题，王晨阳表示，冬灌是小麦进入越冬期
之前进行的麦田灌溉，是防止越冬期冻害、促
进生长的重要农业措施。要因地制宜、看苗管
理，即看苗（生长状况）、看天（是否有降雨）、看
地（土壤墒情）决定是否进行冬灌。对晚播麦
田，一般不进行冬灌，特别是单根独苗田块避
免浇水。对秸秆还田、旋耕播种、土壤悬空不
实且播后未进行浇水的麦田必须进行冬灌，以
踏实土壤，促进小麦盘根和大蘖发育，保苗安
全越冬。在时间上，冬灌一般掌握在日均温在
3℃以上进行，最晚也应在“夜冻昼消”时完成，
防止结冰造成小麦伤害。③7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本报通讯员 张书勇

11月 21日，邓州市白牛镇栗葩村20多名村民正在
冒雨收白菜，装袋运车。菜农郑德镇说：“20吨白菜全部
运往四川，是邓州市供销社帮我们联系的销路！”

眼下在邓州，联系客商、销售蔬菜，正成为广大机关
干部的一个重要任务。

该市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相关单位“一把手”为成
员的蔬菜促销工作领导小组。其中，市农业农村局及各
乡镇负责统计蔬菜生产、销售等情况，市商务局负责储
存保鲜、联系外地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商场超市，
市供销合作社负责联系外地兄弟供销合作社，组织大宗

蔬菜外销，其余单位也各有分工，各司其职。
白菜生产大镇白牛镇积极与城区及周边多家商超对

接，其中一家商超就签订了每天采购萝卜白菜2.5万公斤
的协议。此外，该镇还联系多家农贸市场和企事业单位，
通过集中采购、点对点对接和爱心助农、消费帮扶等形
式，进一步畅通了蔬菜上行渠道，帮助农户拓宽了销路。

线下线上齐发力。邓州市商务局组织了百余家电
商，以直播带货的形式，推出邓州蔬菜的品种和数量、价
格、地区分布等基本信息和图片资料，呼吁外地消费者、
邓州老乡积极购买，实现了农产品线上高效对接，线下
快速流通。

“线上销售经常遇到流通费用较高的问题，外地消
费者可以根据需要分类选购蔬菜，我们将消费者所选蔬
菜全部打包后一次性寄出，这样既节省了消费者的时
间，又节省了流通费用。”邓州飞捷电商负责人刘建华
说。③5

蔬菜促销进行时

线下线上帮促销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 通讯员 吴锦行）
11月 24日，走进位于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的河南吉商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
人们正在总装流水线上有序作业，一辆辆智
能房车即将销往全国各地。

“目前厂里生产经营稳定，车辆交付节奏
正常。”该公司总经理陈君说，商丘市相关部
门积极主动作为，真情实意当好企业发展的

“金牌服务员”，提振了企业做大做强的信心。
自去年 10月起，商丘市将每月的 12日

定为“企业服务日”，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包联
企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商丘市已组织开
展了14个“企业服务日”活动，累计走访企业
19227次，共计解决 9096个问题，并致力在
全社会树立每天都是“企业服务日”的理念。

商丘市坚持企业为本、服务为先，着力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把推动能力作风建
设与“万人助万企”活动紧密结合，积极推进
以“13710”工作机制为牵引的效能革命，打
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同时发挥好九
大攻坚领导小组和重点项目“早餐会”、市领
导“服务企业面对面”工作晚茶会推进机制

作用，滚动开展“三个一批”活动。持续推广
应用“万人助万企”线上服务平台，实现问题
收集、受理办理、企业反馈、后续督导闭环运
行，畅通政企“零距离”沟通渠道，为企业提
供24小时“不打烊”服务。

“我们将秉承‘尊商、爱商、兴商、富商’
的传统，当好‘金牌服务员’，为企业在商丘
的发展打造高品质优良环境，提供全方位优
质服务，做好各方面要素保障。”商丘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局长李长东说。③9

万人助万企 冲刺全年红

商丘：每天都是“企业服务日”

□本报记者 郭北晨

“在应对疫情带来全球
性挑战的特殊背景下，郑
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
国际合作论坛顺利举办，充
分展现了大家携手努力、共
克时艰、共慕复苏的决心信
心，以及有力的行动。”11月
23日，中国驻卢森堡前大使
曾宪柒表示。

自2014年起，河南把推
进“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作为
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
核心环节，向蓝天要出口，形
成了以“空中丝绸之路”为引
领，空、陆、网、海“四条丝路”
协同并进的开放通道格局，
引领带动河南从内陆腹地走
向开放前沿。

2017年 6月 14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卢森堡首
相贝泰尔时明确指出，中方支
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
绸之路”。“经过多年精心擘
画，郑卢‘空中丝路’实现从航
空物流合作向枢纽建设、航线
拓展、产业培育、金融创新、人
文往来等领域的全方位突破，
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生动
实践。”曾宪柒说，豫卢合作已
成为中卢地方合作的标杆，成
为两个不同体量国家互利共
赢的典范。郑卢“空中丝路”
修筑的是一条合作共赢的“发
展之路”，一条守望相助的“友
谊之路”，一条建设命运共同
体的“奋斗之路”。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郑卢“空中丝路”始终不
断航、不停飞，双向运送医疗救援物资，目前仍然
保持着每周14个航班正常运行，为郑州航空货运
枢纽建设提供了持续而有力的支持，助力畅通国
内国际“双循环”，被卢森堡首相贝泰尔赞誉为卢
森堡及其他欧洲地区的“生命线”，是一条雪中送
炭的“空中桥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中卢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坚实
的基础，中国的开放发展将为中卢合作提供更多新
机遇。”曾宪柒表示，河南位于新亚欧大陆桥的咽喉
位置，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豫卢双方优势互
补，未来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希望河南与卢森
堡以“空中丝路”为契机，不断拓展产业链、供应链的
深度融合，扩大双方在经贸、金融、人文领域的共赢
合作，推动“空中丝路”做大做强、越飞越广。③7

冬前小麦咋管理？专家来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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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中欧空中桥梁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万家

（上接第一版）
另外，为应对今冬首个寒潮天气，该公司已启动寒潮天气

燃气保障应急预案。截至 11月 27日，管网运行部及港区公
司、东部公司已经完成市区及周边全部10座燃气热源场站应
急保供维修维护工作，确保气源稳定供应。

“目前全市 8个燃气营业厅照常营业。营业厅门口设置
24小时自助充值设备，全市 600余个社会充值网点为广大用
户就近提供 IC卡圈存服务。对于无 IC卡充值设备的居民小
区，可通过物业或社区人员收集 IC卡集中到营业厅办理。居
民还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等进行线上缴费。”该负责人介绍，
燃气 24小时客服热线已开启“专人驻守+居家远程接电”模
式，及时解决用户诉求。

据统计，自 11月 25日至今，郑州华润燃气已接听热线来
电4412件，现场为用户办理充值缴费6654笔，小区增设充值
设备 6台，排除险情 5起，有力保障了千家万户居民灶台上的
烟火气。

确保供暖不中断、温度不降低

“我们第一时间召开紧急安排部署会，提前谋划保供运
行、用户服务和紧急抢修等各项准备，一线人员严格落实封闭
管理，全力做好各项供热服务保障。”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说。

为确保有序供暖，郑州各热源管理单位对供热设备实施
再巡检再排查，同时调度中心加强与电厂单位协调沟通，及时
掌握电厂设备运行状态，提前制定针对气温大幅下降的保障
预案，全力协调电厂提高供热负荷。各供热分公司科学精准
计算燃气量需求，持续开展精细化供热调节。管网运行维护
公司已提前备足抢险材料，应急抢修人员、车辆随时待命出
动，及时到位抢修，快速解决问题，努力做到供暖不中断、温度
不降低。

该公司还为用户提供线上“无接触式”供热服务。24小时
服务电话 68890222由 90路升级至 120路，45席人工座席全
部上线，微信公众号在线人工客服全员在岗。客服人员及专
管员提供引导式服务，通过与用户进行电话或微信等远程方
式，帮助用户排查滤网堵塞、排气等问题。用户也可通过微信
公众号进入“微信小暖”对话界面，获取相应办理链接及相关
供热常识图文、视频操作指引。

为消除降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郑州热力还出台了“三
优一简”保障举措，通过优化热源配置、优化供热需求、优化服
务保障、简化退费流程等举措，确保居民用户供暖稳定，用户
用热诉求得到及时处理。③7

郑州水电气暖尽全力保民生

（上接第一版）

黄山遗址：发现仰韶中晚期粮仓群

南阳黄山遗址曾入选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考古工作一直在进行，截至2022年 11
月，在山东台地、山西岗地等地进行发掘，出土数
以千计的仰韶、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迹。仰韶中
晚期，地面圆形粮仓群密集出现，其中面积 50平
方米粮仓同一层面就有5座。码头清理约三分之
一，在岸上发现丰富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建筑
遗迹。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俊才介绍，黄
山遗址科技考古成绩突出，植物考古发现大量粟和
稻颗粒，整个遗址中杂草种子稀少，或许该遗址并不
从事农业生产，其食物资源可能由供给或贸易而
来。动物考古确定整猪和下颌骨均为家猪。

马俊才说，黄山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
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明
显的中心性聚落。仰韶早期大型夯基房址、中晚
期坊居建筑与作坊址、形制体量类似的粮仓群、多
人一次性合葬墓、规模很大的码头与运河、宽大的
西外壕等遗迹极其罕见。

苏羊遗址：发现龙山时期大型墓地

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依托“考古中国—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重大项目，从 2021年
3月至今，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苏羊遗址
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了人工
环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现
象。考古发掘发现了仰韶时期人工环壕 1条、房
址 42座、灰坑 256座，多人埋葬坑 1座，发掘出土
数以万计的遗物。发现龙山时期房址 1处、灰坑
16座、灰沟 2条、墓葬 9座。通过调查、勘探发现
了龙山时期墓葬区，面积约 1.5万平方米，目前在
此区域已发现300余座排列整齐的墓葬。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晓军说，从出
土遗物看，苏羊遗址存续时间从仰韶文化早期一
直到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序列从早到晚发展连续
稳定，文化谱系一脉相承，且含有大溪、屈家岭、红
山、大汶口等诸多文化因素，为不同区域之间的文
化交流碰撞提供了新的材料。③5

我省新石器时代考古
又有重要收获

□本报记者 王向前 本报通讯员 张跃飞

阳光照进塑料大棚，暖烘烘的；青翠的叶子间，有
红艳艳的草莓。11月 23日，正在自家草莓地里忙碌的
朱桂兰老人，接到村干部电话，“有人看你来了，赶紧回
来”。

扛着锄头，朱桂兰和老伴往家赶。3个人站在她家
大门口，手里提着大米、面粉、香油、火腿肠、牛奶等物
品。“奶奶好，我们来你们家看看。”中牟县政协委员邵
圣皓和朱桂兰打招呼。把人让进屋后，朱桂兰弄明白
了，是好心人又来慰问她了。

朱桂兰家在中牟县官渡镇田庄村，全家 5口人靠
老两口撑着，儿子没有劳动能力，儿媳早就不在了，大
孙女今年刚进入大学，小孙女正上高二。“为了俩孙女
上学，俺老两口不能闲着。”朱桂兰说，“好在政府挺照
顾，逢年过节都有人来看看，送些吃的喝的，好得很。
今年大孙女的学费就是县里的助学金解决的，帮了大
忙。”

家里种了 5 亩地，要强的朱桂兰还养了十来只

羊。提到羊和地，她说都离不开政府的照顾，“羊圈的
棚顶是村里帮着盖的，地里的草莓大棚也是去年秋天
镇里有人领着搭起来的，给家里增加了不少收入。”眼
下，正是大棚草莓收获的季节，她说今年的收成会比去
年好。

近段时间，天气转冷，困难和特殊群体更令人牵
挂，我省各界积极行动起来。中牟县侨联组织侨台界
县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做好日常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捐钱捐物，对困难家庭展开帮扶。除了米面
油等生活物资，他们还给慰问的每户家庭送去 1000
元钱。

送走客人，朱桂兰立马给小孙女打电话，告诉她安
心上网课，家里不缺吃喝，有人来慰问了。家里没有无
线网络，从上月底开始，小孙女去姑姑家上网课。听到
奶奶的话，小孙女心里踏实了许多，劝奶奶有活儿慢慢
干，别累着。

“政府对俺家很照顾，眼下生活不愁。今天送来的
有面粉，我要蒸一锅香甜的大白馒头！”朱桂兰高兴地
说。③5

有面蒸得馒头香

11月27日，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枣庄供热分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巡检锅炉燃气管道，保障市民温暖度冬。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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