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凡十年非凡十年 见“郑”巨变

ZHENGZHOU DAILY 72022年10月19日 星期三 责编 何秀娥 编辑 刘国润 校对 司建伟 E-mail：zzrbbjzx＠163.com 要闻·综合

““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主题成就展 之之 郑州篇系列报道郑州篇系列报道

河洛古国露真容

2013 年至 2020 年，考古人员在巩义市
河洛镇双槐树村南部，发掘出距今5300年左
右“河洛古国”的都邑。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巍认为，这“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
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这一发现，为在
世界文明中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桑文明起源，
找到了确切的实物证据和时间节点。尤其是
这一发现与中国丝绸文明问题相呼应，更属
难能可贵。双槐树遗址因此被称为“早期中
华文明的胚胎”，并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2020年六
大考古新发现”。

双槐树遗址考古工作最早起于1984年，
起初按照遗址发现所在地命名为“滩小关遗
址”，后发现其仅为遗址的一部分，于是重新
命名为“双槐树遗址”，并继续展开调查。
201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郑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
合，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考古调
查、勘探与发掘。2020 年 5 月，东西长约
1500 米、南北宽约 780 米、面积约 117 万平
方米的遗址终于露出全貌。

专家经过反复论证，确认遗址有仰韶文
化中、晚期的三道环壕，以及院落式夯土宫殿
基址、中心居址、瓮城结构围墙、版筑夯土广
场等，另有数量众多的房址、灰坑及兽骨坑
等，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物品。

根据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遗物特征及
组合关系，专家将双槐树遗址遗存分为五期
七段，第一期为裴李岗文化时期，第二期相当
于大河村二期偏晚阶段（庙底沟类型晚期），
第三期相当于大河村三期，第四期相当于大

河村四期，该期又分为早、中、晚三段；第五期
相当于大河村五期。

双槐树遗址具有都邑地位，有诸多考古
学依据。尤其是其本身的重要发现，如三重
环壕、中心居址区、瓮城和大型夯土宫殿基址
构成的前朝后寝式建筑格局、大型版筑遗迹、
夯土祭坛、权杖头等，为最终判断其都邑性质
提供了自身依据。

双槐树遗址的G3外壕

第一是三重环壕。它们分布于居住区外
侧，内壕周长约1000米，中壕周长1500余米，
外壕现存周长1600余米，分别通过吊桥和实
土的门道与外界相连。环壕的设计，可能体现
了当时统治者的一种天地相应的思维，连同其
没有围墙的形式，可能体现了“既与民融合，又
注重秩序”的中国早期治理思想。

第二是内壕北部的“大型中心居址”。考
古发现，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
月形区间，内部面积达 1.8 万平方米。大型
中心居址建筑前有两道围墙，两处错位布置
的门道以及加厚围墙的设计，是“目前发现中
国时代最早的瓮城雏形”。

在居址发掘约1/10的范围内，发现有布
局密集的大型房址。其中位置居中面积最大
的 F12，中心房间夯土中有一完整的朝向南
方的麋鹿骨，麋鹿骨附近还有猪骨。在 F12
的基址主体东南和整个回廊中，埋藏有 9件
陶器。在中心居住基址东北部室外活动面发
现一件牙雕家蚕，造型逼真，形态家化，对于
探索中国家蚕驯化和丝绸文明的起源及农桑
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是位于内壕中部、中心居址区以南

的“大型夯土建筑群”。该建筑群基址采用版
筑法夯筑而成，主体建筑以道路为界，分为
东、西两个区域，有比较明确的三处大型院
落，其中一、二号院落布局较为清晰。从残存
门道及建筑相对高度来看，初步认为一号院
落为高台式建筑，时代为遗址第三期。二号
院落共发现门道3处，其中1号门道位于南墙
偏东，被门柱分为3道，形成“一门三道”现象。

专家认为，这与后来中国古代大型宫殿
式建筑一脉相承。其标志性的“一门三道”门
道遗迹，凸显出大型建筑基址高度礼仪性和
宫殿建筑源头性。

印证农桑文明的蚕雕

在出土的诸多物品中，一枚蚕雕成为印
证农桑文明起源的重要证据。这枚野猪獠牙
雕刻的蚕雕，长 6.4 厘米，宽不足 1 厘米，厚
0.1厘米，背凸腹凹，头昂尾翘，呈绷紧的“C”
形姿态。相关专家介绍说，这枚蚕雕很肥硕，
与现在家蚕结构几乎完全一致；其次它不是

“S”“L”“Z”形态的走蚕或其他形态，而是即
将吐丝或正在吐丝的“C”形姿态。另外这枚
牙雕家蚕还有明显打磨痕迹，目的可能就是
使它更透明、泛黄，接近于吐丝时的状态。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赵丰、周扬团队，通过
最新的电化学免疫技术，在双槐树 W125瓮
棺检测到丝蛋白。加上同时出土的部分片状
丝绸，并与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
绸实物等类比，专家们最终得出结论：不仅最
早的丝绸在中国，最早的家蚕驯化和家蚕丝
绸也在中国，实证了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
已具有全国领先的农桑文明形态，是中华农
桑文明文化传统最早的完备代表。

勇为排头兵，坚守中拥抱变化

当今市场，新能源之于中国汽车产业的
意义，不言而喻。

早在1997年，在新能源产业方兴未艾之
际，宇通客车响应号召、敢为人先，率先开展
新能源客车研发。两年后，1999年宇通旗下
首款纯电动客车隆重亮相，抢先迈入新能源
客车市场化大门。

2010 年，宇通年销量突破 4万辆，产销
规模跃居全球第一，成为全球市场名副其实
的“国货之光”。

2012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2012—2020）》正式发布。《规划》中的多项
利好，成了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化发展的“指
挥棒”。

2013年，聚焦新能源用户需求，宇通客车
创新推出了“睿控”系统，在行业内首次为用户
带来了一体化、智能化整车运营解决方案。

2014年，国家电动客车电控与安全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落户宇通；同期，国内首个纯电动
客车整体解决方案正式亮相，开启业界先河。

2015年，宇通主持的《节能与新能源客车
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彻底解决了长
期困扰产业发展的“有车无芯”“有芯无脑”问
题，一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殊荣。

一时间，宇通客车以国际领先的技术优
势迅速销往世界各地，成了中国新能源产业

驰骋全球的崭新标杆。

当好主力军，创新中驱动发展

目前，宇通新能源产品批量远销至澳大
利亚、智利、丹麦、法国、英国等国家和地
区。在世界客车工业的发源地——欧洲，宇
通新能源客车崭露锋芒、取得不俗“战绩”。
尤其在环保要求极为严苛的西欧、北欧发达
国家，宇通逐步得到认可，在挪威、冰岛等北
欧国家实现了批量新能源客车销售。在
2022年即将举办的卡塔尔世界杯赛中，888
辆宇通纯电动客车将一展中国制造风采，这
是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后，顶级绿茵赛事
再次锁定宇通客车。

截至目前，宇通新能源客车已在全球累
计推广超17万辆。

据了解，多年来，宇通客车每年投入营业
收入的 3%~5%作为科研经费，并建立“国家
电动客车电控与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客车安全控制技术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等多个创新研发平台。

争做领航员，奋进中谋定未来

放眼当前，智能驾驶、氢能等最新热点，
成了继电动化之后的“第二战场”。

十年来，紧跟氢能、智能化、网联化、低

碳化等前沿趋势，宇通集团一直用行动记录
着行业的变革，敏锐地把握和引领着产业发
展的方向。

目前，依托四大整车工厂、五个零部件
基地，宇通集团产品已涉及 5~18 米全长度
段客车，以及牵引车、自卸车、矿卡、轻卡、环
卫车、清扫车等新能源商用车全领域市场。

2020年，宇通客车智慧出行品牌 Wit-
Go正式发布，并联手郑州共同打造 5G智慧
出行新样板，旗下L3级、L4级自动驾驶巴士
在多地展开常态化示范运营。

2022年上半年，宇通客车投资10亿元打
造的行业首个工程技术中心全面建成。具备
了“电机电控、结构安全、动力节能、电磁兼容、
振动噪声、动力电池、燃料电池”等系统化、专
业试验能力，测试资源、验证等能力遥遥领先。

在热度空前的“氢能”领域，宇通致力于
聚焦“制氢、运氢、加氢及运营”等整体解决方
案。2009年，宇通完成第一代燃料电池客车
的开发；2014年，宇通成为国内首家通过燃料
电池商用车资质认证的企业；2015年，宇通更
是率先取得了国内首个燃料电池客车公告。

目前，宇通燃料电池客车已陆续投放河
南郑州、江苏张家港、河北张家口、贵州六盘
水、山东潍坊等地，在2022冬奥会赛事现场，
宇通氢燃料客车成功为赛事出行工作保驾
护航，献礼“绿色冬奥”。

从河洛古国
看五千年前农桑文明密码

本报记者 谢庆

悠悠中华史，上下
五千年。这是根植在
每个国人心中的概念
和常识。

《易经》中“河出图，
洛出书，圣人则之”，以
及其他诸多文献记载，
都将5000年中华文明
发源地指向了河洛大
地。然而多年来只有文
献记载，却一直没有相
关实物来证明，成为困
扰学术界多年的难题。

随 着 2013 年 至
2020年考古人员对巩
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
考古遗址的不断发掘
和探究，距今 5300 年
左右“河洛古国”的都
邑出现在世人面前。
这一发现，为在世界文
明中独具特色的中国
农桑文明起源，找到了
确切的实物证据和时
间节点。双槐树遗址
因此被称为“早期中华
文明的胚胎”。

创新驱动新能源客车驰骋全球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

9 月 23 日，宇通正
式发布了国内首款“0”
后悬城市公交车“宇光
E8 MAX”。这款新品为
行业树立了技术发展的
新标杆。

今年以来，宇通亮
点不断。7月5日，宇通
新能源商用车基地项目
开工仪式举行。8 月 9
日，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
司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十
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9
月7日，主题为“崛起中
原 绿动中国”的宇通新
能源轻卡战略发布会暨
城市绿色运输产业生态
联盟成立仪式举行。

十年来，宇通客车
紧跟“绿色崛起”主旋
律，在坚守中拥抱变化，
在创新中驱动发展，在
奋进中谋定未来，频频
奏响新能源商用车创新
发展的时代强音。

上图下图 2013年建设中的陇
海路高架桥。

郑报全媒体记者 唐强马健 摄

郑州陇海路
高架桥，是一座直
接贯穿东西、连接
高速路的跨线高
架桥，是郑州市快
速路网体系“环
形+井字”中的组
成部分。

郑州市陇海
路高架于2013年
10 月 7日开工建
设；于2015年1月
26日开通陇海快
速路—新田大道
至明理路段 ；于
2015 年 11 月上
旬开通陇海快速
路—明理路至商
都 大 道 段 ；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连通北京—港
澳高速公路 。

一桥飞长虹 城市更畅通

建成通车后的陇海路高架桥立交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依据《旅
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相关标准及评分细则，经该局按照程序
组织评定，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景区达到国家 4A级旅游景区评定标准。
截至目前，郑州拥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达26家。

据了解，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是建业集团联袂知名导演王潮歌历时4
年打造的重量级文旅作品，也是“挖掘、保护、传承、光大”中原文化的又
一次创新。该项目拥有 21个大大小小的剧场、总时长近 700分钟的剧
目、近千名演员，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演出时长最长的戏剧聚落群。戏
剧围绕以“黄河、土地、粮食、传承”为主线，以讲述黄河故事、传承黄河文
化为基调，通过戏剧艺术、东方建筑作为表现手段和载体，实现了文旅文
创融合新突破。

作为河南重点文旅项目，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自 2021年 6月 6日开
城以来，已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 100 余万人次。该项目凭借引领式的
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荣膺多项省级、国家级殊荣，不仅入选文化和旅游
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还获评全国
首批 SIT超级沉浸旅游项目，并与北京环球影城、上海迪士尼乐园等景
区共同入选“2021 文旅融合创新项目”，成为“行走河南，读懂中国”的
重要窗口。

据悉 ，这也是建业集团旗下继鄢陵建业绿色基地、神垕古镇景区、建
业电影小镇之后第四个获此殊荣的文旅项目。

市领导开展调研并调度安全生产工作

紧盯重点压实责任
筑牢安全稳定基石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世瑾）10月 18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高义到登封市调研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等五项工作，并在市应急指挥中心
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调度电视电话会议。

高义一行先后来到登封中联登电水泥鞍子岭水泥灰岩矿、河南思源
医疗器械公司、登封市消防救援大队、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实地察看疫情
防控责任落实、非煤矿山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强调要时刻保持高度警
醒，从严从紧落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突出抓好消防、煤矿和非煤矿
山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下更大力气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在随后召开的调度会上，市应急局、城管局、城建局和航空港区
等有关区县（市）先后汇报了重点领域和辖区安全生产情况。高义指
出，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紧盯危化品、燃气、消防、煤矿
和非煤矿山等重点行业、企业和部位，深入排查隐患，加大监管力
度，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隐患处置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追查追责到
位、值班值守到位、信息报送到位，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要
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抓细抓牢各项防控措施，加固薄弱环节和
短板漏洞，不断提高科学防控、精准防控水平，织密筑牢坚固防线。
要更好统筹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经济运行，以更有力举措、更扎实
作风推进各项工作，切实筑牢安全稳定基石，确保“三领域、三战线、
三统筹、三胜利”。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获评国家4A级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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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际宾 王治 王
世瑾）10 月 17日至 18日，市长何雄深入城乡
检查督导疫情防控情况，看望慰问防控一线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多次召开调度会议部署应对
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不折不扣落实省委省政
府部署要求，以快制快、科学精准、高效统筹，
以最快速度最小代价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歼
灭战，确保人民群众安全健康、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

何雄来到部分居民小区、乡村社区，检查
封控隔离及核酸检测情况，指出要从严从细落
实各项管控措施，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通
过预约、错峰等方式引导居民有序采购生活物
资，切实做到“足不出户、上门服务”“人不出
区、错峰取物”，严防交叉感染。

在物资保供企业，何雄检查防控措施落实
情况，要求企业负责人强化闭环管理，切实把
防控措施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人员、每个细
节，确保企业生产经营有序，为物资保供提供
有力支撑。

在学校、医院、隔离酒店等重点场所，何雄
强调，学校要全面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悉心做
好政策解释、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深入细致
做好疫情防控、教育教学、生活保障，切实筑牢
校园疫情防控屏障；医院要严格全链条管控，
落实“三区两通道”标准，盯紧医废处置、垃圾
清运等关口，为患者救治提供安全可靠保障；
隔离酒店要强化全时空、全链条、全流程闭环
管理，合理布局功能分区，确保隔离群众健康
安全。

调度会上，何雄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市关于疫情防控的重大决策部署，以“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从实抓好疫
情防控工作，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经
济社会发展筑牢屏障。要快速果断处置现有
疫情，科学精准划定风险区域，高效有序开展
流调溯源，争分夺秒将风险人员排查出来、管
控到位，坚决切断传播链条。要强化物资保
供，加强重点物资储备调运，畅通采供渠道，
优化配送结构，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要
把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充分发挥基层网格
作用，统筹用好各方资源力量，密切配合街
道、社区工作安排，合力构建群防群控、联防
联控坚固防线。

市领导周富强、杜新军、吕挺琳、路云、陈明、虎强、史占勇、陈宏伟、
潘开名、陈红民、王鸿勋、王万鹏及省市疾控专家参加相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