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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明 兴 发 地  厚 道 大 运 城

护 航 小 康 路 引 航 文 明 风

“华夏之根，文明之源…黄河母亲

这样对我说：这里最早叫中国。”

“天下为公，忠义仁勇…厚道是咱

运城五千年的修行和最美风景。”

河东才俊黄勋会作词、著名歌手咏

峰演唱的《 这里最早叫中国 》、《 厚 

道 运 城 》，穿越时空隧道，向世人描

绘了一幅唯美画卷。

    

“世纪曙猿”：人类从这里走来

人类从哪里来？

1863 年，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进

化论的杰出代表赫胥黎首次提出人猿共

祖的命题，从此拉开了从猿到人演化研

究的大幕。

100 多年来，科学家在欧洲、亚洲

和非洲发现了许许多多与人类起源相关

的化石，生存于始新世的曙猿化石既为

其中之一。

1916 年，北洋政府实业顾问、瑞典

科学家安特生在山西运城垣曲调查矿产

资源时，在寨里村附近土桥沟发现了我

国第一块始新世哺乳动物化石，中国垣

曲及其曙猿化石迅速闻名于世。

1994 年至 1997 年，由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美国卡耐

基博物馆组成考察队，经过 8 次规模较

大的抢救性发掘，包括一对相当完整的

下颌骨、跗骨 ( 即足骨的一个部分 ) 在

内，共发现 10 件珍贵的“曙猿化石”。

这些下颔骨化石为迄今发现最完整的曙

猿生理材料，跗骨化石则逼真地反映出

猴类、猿类及人类共同祖先演化的早期

特征——“镶嵌进化”的形态，具有惟

一性。世界权威的美国《科学》杂志报

道称：“这是 20 世纪古生物学上最为重

大的科学发现，中国很可能是包括人类

在内的高等灵长类动物的发祥地”。同

样权威的英国《自然》杂志则发表论文称：

“曙猿是人类及其近亲猿、猴的共同始祖，

通过对山西垣曲发现的曙猿化石下颌骨、

跗骨化石的研究，证实了人类的远祖起

源于中国”。曙猿化石的发现适逢美国

卡耐基博物馆建馆 100 周年。因此，中

美科学家一致同意，把这种曙猿命名为

公路交通关系到社会民生，也是经

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近年来，安顺市

不断解放思想，抢抓发展机遇，多举措

积极推进交通发展转型升级，在深入开

展建设交通强市中广泛实施“交通 + 档

案”示范公路创建和文明交通城市创建

工程，结合地方实情，突出地方特点，

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交通档案工作为切

入点和突破口，打造了诸如农村“组组通”

公路工程监督档案、交通出行诚信档案、

“四好农村路”路桥档案等一系列社会

反响强烈深受群众好评的交通档案品牌，

并坚持把开展交通档案工作与建设交通

强市、文明城市创建、征信体系建设、

档案工作等有力地联系起来，整体发力、

凝心聚力、形成合力，打好“交通 + 档

案”组合拳 , 精心设计交通档案实践的

“安顺新名片”。通过以交通档案进行

精准化治理，充分发挥出了交通档案“四

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如今的安顺已

成为全省交通网络发达、快速便捷的地

区，沪昆高速公路横贯东西，境内县县

通高速、乡乡通油路；贵昆铁路穿越全

境，沪昆高铁在安顺设有平坝南、安顺

西、关岭 3个站点，等等，一个现代化、

多元化、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正在瀑乡安

顺铺开，不断释放出推动大发展、大跨

越的新活力！

农村“组组通”公路工程监督档

案——档案助力小康路，监督档案来护

航

2020 年，是安顺市实施农村“组组

通”公路三年大决战的收官之年，安顺

市明确从 2018 年起，在 3 年内累计投资

26.5 亿元，对 2205 个 30 户以上的村民

组实施通组公路硬化建设，实现通组公

“世纪曙猿”，意为“类人猿亚目黎明

时的曙光”。

“世纪曙猿”的发现，动摇了“人

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把类人猿出现

的时间推前了 1000 多万年。

黄河之滨，中国运城，人类从这里

走来。

“最早中国”：文明在这里兴发

为什么说运城最早叫中国？

东汉经学家、训诂学家刘熙在《释

名》中讲道：“帝王所都曰中，故曰 中

国。”南宋《通志》上说：“伏羲但称

氏，神农始称帝，尧舜始称国。”《史

记·五帝本纪》载：“天下明德，皆自

虞舜始。”“尧初都蒲坂，后迁平阳（今

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

邑（今夏县）”。

从尧舜禹开始，运城便是帝王的建

都之地，是当时的“万国之中”，即“中

国”。运城是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区域，

是拥有“帝王之都”的“中国”；女娲

补天、黄帝战蚩尤、舜耕历山、禹凿龙门、

嫘祖养蚕、后稷教民嫁穑等优美传说都

相继发生在这片大地上。

运城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重

要发祥地之一，是人类最早食用盐的地

方，是华人祖先最早聚集生活的地方。

春秋时运城称“盐邑”，宋元时被名为

“运司城”、“运城”——因盐运而设

城，中国仅此一处。运城盐湖是世界第

三大硫酸钠型内陆湖泊，被誉为“中国

死海”，所产“潞盐”已有四千多年的

历史，堪称国之大宝。因富含钾钠、硫

酸钠以及杜氏盐藻等成分，夏季在高温

和强光等作用下，湖水呈现出红、蓝、绿、

黄、白不同颜色，宛如一个巨型的天然

调色盘，将千年聚宝盆装扮得异常美丽。

运城盐池的食盐开采历史有数千年之久，

其经营利润有力支持了历代王朝的财政。

据传说，公元前 30 世纪，黄帝和蚩

尤竞争河东盐湖，创造了“黄蚩战争”

的历史。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舜帝陵庙，

虞舜高高端坐千年古柏前极目盐池，悠

悠弹奏五弦琴；驻足鸣条岗，《南风歌》

仿若天籁之音袅袅不绝于耳。舜创立以

路由“通不了”向“通得了”“通得好”

的转变。

为实现工程进度与质量相得益彰，

构建切实有效的质量安全监督体系，安

顺市始终坚持注重质量、保障安全的工

作原则，率先提出通过建立农村“组组通”

公路工程监督档案，重点聚焦项目招投

标、材料质量、技术监督、现场管理等“关

键环节”、“敏感部位”和“突出节点”

进行分类建档，作为规范和加强农村“组

组通”公路建设工作责任追究和动态调

度与监管的重要印证凭据，并对监督档

案的收集范围、整理规范、台账管理等

方面进行了细化。在此期间，全市各级

交通部门、档案部门也积极提供业务指

导，帮助解决监督档案建档整理中存在

的困难问题，确保了监督档案工作组织

管理到位，基础设施完善，制度体系健全。

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定期查阅建设工程

动态、工程质量安全信息，强化了对设计、

建设、验收、管养、资金使用等环节的

监管，实现了对项目责任主体、工程实

施方等进行全方位全时段全过程的管控，

有力保证了建设项目设计使用年限内的

质量终身负责制和质量责任追究制的落

实到位，力争确保通组公路一次性交工

验收合格率达 100%，提升建设工程耐久

性、安全性，达到质量过硬、安全舒适、

环境美观、“寿命长”的“畅安舒美”

目标。截止 2020 年 6月，全市“组组通”

公路建成2684公里，项目覆盖8个县区，

实现30户以上的村民组100%通硬化路。

交通出行诚信档案——立档为信聚

文明，建档惠民护出行

从 2018 年起至 2020 年，安顺市组

织实施了城市道路交通文明畅通三年提

“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

内容的“五常之教”，对中华民族延续

历史文化血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运城是华夏文明发祥的核心地区，

是农耕文明活化石。中国被誉为世界农

耕文明最发达、最典型、延续时间最长

的国家，而运城正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

端之地。相传，尧帝命羲和在汾河沿岸

设点观测推求历法，制定了二十四节气。

尧的农官后稷善种谷物，教民稼穑，被

奉为“华夏农神”。舜王当年在历山耕

治时，曾编制了黄河流域用来指导农事

活动的物候历《七十二候》，故后人称

此山为历山。

运城最早叫中国：华夏文明的火炬

从这里点燃。

“厚道悠远”：五千年修行美景

拜一拜尧舜禹，你感动着天下为公。

拜一拜关云长，你感动着忠义仁勇。

拜一拜宰相村，你感动着裴氏好家

风。

拜一拜两司马，你感动着忍辱著汗

青。……踏着歌声，我们走进运城悠远

厚重的历史画卷中：

战国时的思想家把中国古代社会的

发展概括为“帝”、“王”、“霸”三

个时期。所谓“帝”，就是唐尧虞舜之

前的时代，代表人物是唐尧虞舜，而至

夏禹时期终结。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实

行禅让制，选贤任能，天下为公。孔子

对这一时期是这样论述的：天下是人们

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

选拔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

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而不

一定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奸邪之谋就不

会发生，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发生，

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种社会就

叫理想社会，大同社会，也叫做小康社会。

出生在运城解洲的三国名将关羽，

戎马一生，他的故事传遍全国乃至全世

界。“当时义勇倾三国，万古祠堂遍九

州”， 就是对关公的最佳写照。有中国

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庙，就有关公的信

仰和传播。其传播的主要载体是民间社

升工程，聚焦破解城市交通拥堵、出行

难、停车难等问题，建立起覆盖辖区内

全体机动车驾驶员的交通出行诚信档案，

进一步提升了城市道路交通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有力推进了文明交通征信体

系建设与文明城市创建深度融合。

至去年年底前，安顺市已建立起覆

盖辖区内全体机动车驾驶员的交通出行

诚信档案，并实现档案信用信息共享和

应用。在开展交通出行诚信档案体系建

设中，安顺市始终坚持将“精准”二字

贯穿于工作全过程，具体体现在，一是

档案建立突出信息精准。明确机动车驾

驶员交通出行诚信档案的内容、采集方

式、归档要求和使用条件，通过整合机

动车驾驶人、所有人基本信息、交通失

信信息，生成文明交通信用记录档案，

并在交通出行诚信档案信用信息基础上

建立个人信用基础数据库，将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纳入到个人征信记录。二是档

案管理突出规范精准。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 , 在信息采集、信息披露、信用

评级、信用奖惩等方面，形成统一要求、

分级负责、综合利用的交通出行诚信档

案管理制度，并提供交通出行诚信档案

信息查询服务，明确查询程序、查询方

式和查询内容，推动实现机动车驾驶员

信用信息的互换、互通和共享。三是档

案利用突出靶向精准。将交通出行诚信

档案信用信息与职业准入、个人信贷、

车辆保险、评优评先等挂钩，对交通失

信行为人实施相应惩戒。同时，建立健

全机动车驾驶员严重失信行为披露制度，

依法向社会公开披露机动车驾驶员严重

失信信息，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

等手段，充分发挥好社会监督和舆论监

会所进行的礼拜，庙会和表演艺术。人

们相信关公，把他奉为忠诚和正直的典

范； 相信他是财富之神，保护神灵，能

为人们带来财富、和平与幸福。

闻喜裴柏村是驰名天下的“宰相村”，

闻喜裴氏历代有 59 位宰相辅朝理政、59

位大将军护国佑民，被誉为“公侯一门

秀、天下无二裴”。其《家训》《家戒》

不但是裴氏家族修身立命的不二规矩，

而且是儒家所标榜的“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典范之作，富有积极的当

代意义。

传说五代期间，河东节度使叛乱，

汉代以后，刘知远派郭威去讨伐，在蒲

州的人民苦不堪言。郭威召问僧人如何

是好，僧人说： “将军发善心，城即克

矣！ ”。郭威立即折断箭头发誓，第二

天攻破了这座城。在元代，王世贞的“崔

莺莺待月西厢记”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

寺庙里。“西厢记”的出现使这座普救

寺闻名遐迩，寺内的舍利佛塔也被称为

“莺莺塔”。几千年来，这个美丽动人

的爱情故事一直感动着人们的心灵。这

里有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因《登鹳雀楼》

五言绝句而名垂千古，鹳雀楼也因此诗

而名扬天下。远观高台重檐，近看黑瓦

朱楹，前瞻中条山秀，下瞰大河奔流，

鹳雀楼不失为登高望远、怀古咏今的绝

佳去处。

这里有堪称中华绘画艺术瑰宝的永

乐宫壁画。始建于元代的永乐宫三清殿

《朝元图》壁画举世闻名，是我国现存

画技最高、画面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

古代绘画精品。壁画人物用笔细腻、衣

纹畅快、姿态生动、精美绝伦，体现了

古代绘画艺术的卓越成就。

这里，还有汉武帝六次祭祀、被奉

为“北京天坛之源”的后土祠，有戏剧《西

厢记》故事发生地普救寺，有体态壮硕

的唐代黄河大铁牛……厚重的河东大地，

处处彰显古迹之胜，人文璀璨。

厚道是运城五千年修行，厚道是运

城最美的风景。

督的作用，让建立交通出行诚信档案后

失信或将面临严重后果的“红线意识”

成为机动车驾驶员的一种习惯自觉，避

免驾驶过程中出现不文明行为和现象，

确保群众道路交通出行更加安全。

“四好农村路”路桥档案——路桥

工程入档案，织密安全责任网

近年来，安顺市秉承“建好、管好、

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的“四好”理

念，紧盯关键部位、抓住重点环节、创

新务实举措，不断加强农村公路档案管

理工作，安顺市以西秀区为试点，在全

市范围内探索实施“四好农村路”路桥

档案制度。通过建立路桥档案，全面、

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公路建设的详细情况，

充分发挥好路桥档案在公路质量评定、

工程竣工后的管护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大运之城”：再铸辉煌更可期

历史因文化而常青，民族以文化而

传承。作为中华灿烂文明的发源地、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转化示范区，运城

市委、市政府在“走进新时代，建设大

运城”的历史进程中，高举习近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带领 537 万人民

群众，跨上了新一轮大发展、大提升、

大跨越的时代列车。

撤地建市 20 年，河东人民在这片古

老而年轻的土地上创造出经济总量从百

亿元到千亿元的瞩目成就，跨越了 12 个

百亿元大关。全市生产总值分别在 2001

年、2006 年、2011 年、2019 年跨越了

200 亿元、500 亿元、1000 亿元、1500

亿元大关。

2019 年 全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达 到

1562.9 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是 2000

年的6.2倍，年均增长10.1%。2000年—

2019 年全市生产总值累计实现 16510.9

亿元。全市累计实现财政总收入 1625.7

亿元，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的发展。2019

年全市财政总收入达到 174.8 亿元，是

2000 年的 11.5 倍，年均增长 13.7%。

2019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86.6

亿元，是 2000 年的 8.7 倍，年均增长

12.1%。

革故鼎新，发展方式大转变。各届

领导班子更是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加快

发展的重中之重，按照“优化一产，强

化二产，扩张三产”的思路扎实推进，

结构调整呈现积极成效，工业发展得到

了强化，特别是近年来在高质量发展的

推动下，三产比例呈现大幅度增长。

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巩固，供给能力

大幅提升。全市农业经济正由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不断转变，农业基础不断加

强，特色产业发展强劲，农业供给能力

全面提升。

2019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

成 502.7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是 2000

年的 3.4 倍，年均增长 6.7%。2000 年—

2019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累计完

成 4863.6 亿元，累计生产粮食 4226.8

有力确保了农村公路“建、管、养、运”

一体化发展，使交通红利惠及广大农村

群众。

按照“自工程招标开始直至竣工验

收后的日常养护过程中，凡是反映与农

村公路建设管理有关的重要活动及具有

查考利用价值的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

应收集齐全，归入农村路工程成套档案”

的试点工作要求，西秀区通过建立路桥

档案对农村公路实行档案化管理，从建

管机制体制、资金落实和管养质量等方

面入手，对辖区内每一条农村公路的起

止点、道路结构、两侧绿化、管线埋设、

边坡结构、隶属关系和管理人员的详细

情况说明，以及养护检查考核情况一一

记录在案，并在遵循自然形成规律和成

套性原则的基础上分别整理组卷，力争

万吨。

工业主导地位增强，传统产业与新

兴产业交织互补的工业体系形成。运城

工业不仅实现了量的积累，而且取得了

质的飞跃。2019 年全市全部工业增加值

达到 451.3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是 2000

年的 6.3 倍，年均增速达 10.1%。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以年均 12.7% 的速

度增长。

服务业加快发展，消费、旅游市场

繁荣兴旺。全市服务业呈现出蓬勃发展

之势，占比位居产业之首。2019 年服

务业增加值达到 774.2 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是 2000 年的 7.6 倍，年均增长

11.2%。

投资扩张，基础设施大提升。20 年

间，全市累计完成投资 10805.6 亿元，

占到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投资总量的

97.6%，为运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

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拉动经济增

长的一匹驾辕之马。

风雨同舟，民生福祉大改善。2019

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1241 元，比 2000 年（4454 元）增长

了 6 倍，年均增长 10.8%；全市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15807 元，比 2000 年

增长了 4.2 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1997 元，比 2000 年（1966 元）增

长 5.1 倍，年均增长 10.0%。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9851 元，比 2000 年增长

了 7.4 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上下把脱贫

攻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农村脱贫工

作取得积极成效。截至 2019 年年末，全

市农村贫困人口由 2014 年 34.1 万人降

为 1774 人，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 8.1%

降至 0.04%。

站在新起点，书写新篇章。运城市

委书记丁小强说：要始终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贯彻落

实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

要求，抢抓新机遇，再创运城新辉煌。

（记者 杨万福 通讯员 郝华龙 许

华伟 刘 杰） 

做到分类科学，便于查找利用，让建管

工作有章可循，使农村公路由“重建轻养”

向“建养并重”转型。

以建立健全路桥档案为契机，该区

按照每五公里配备 1 名养护人员标准，

采取认养、领养、专业护养和乡村主导

等多元化养护模式，组建一支 21 人的常

年养护队，确保了农村公路常年养护，

做到了农村公路技术状况、绿化率和安

保工程覆盖面大幅提高。截止目前，该

区共设置公路护栏总长 250 千米，设置

各类交通标志 1842 块，设置公路站台

253 个（含站台设施），为交通安全、

交通运行，以及方便群众出行提供了有

力保障。

（贵州省安顺市档案局 < 馆 > 张

爱国、赵涯）

—— 安顺市推行“交通 + 档 案”新举措加快 推动交通发展转型升级

“美丽新农村，路在风景中，安顺四有公路助推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