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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要为大交通提供稳固支撑
——访郑州铁路局计划统计处副处长孟军

8月 24日，郑州机场二期 T2航站楼建设工地正在
加紧施工。当日，T2航站楼东、西指廊首层地坪浇筑完
成。⑤3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影报道

▲塔吊林立的郑州机场二期建设工地。

▶正在安装的 T2航站楼钢结构楼顶。

本报近期推出的“建设大交
通，构筑大枢纽，促进大发展”系
列报道，在铁路部门引起强烈反
响。8 月 25 日，郑州铁路局计划
统计处副处长孟军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铁路作为国民经济发
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大众化的交
通工具，在河南‘交通优先’发展
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河
南建设大交通离不开铁路运力的
不断扩充和郑州铁路枢纽地位的
进一步巩固。”

孟军表示，铁路部门将进一步
优化客货运力安排，尤其是要继续
加强中欧班列（郑州至汉堡）的运
输组织，为服务中原经济区、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提供
可靠的运力保证。郑州铁路局管
内郑州至开封、郑州至焦作城际铁
路，晋豫鲁铁路，今年将陆续建成

开通，必将促进我省铁路路网结构
更加完善，运力进一步扩充，综合
实力显著增强。

“特别是晋豫鲁铁路，作为河南
加快构建的‘四纵六横’大能力货运
铁路网中新增的重要‘一横’，开辟
了河南又一条货物出海大通道。”
孟军说，晋豫鲁铁路途经我省安阳、
鹤壁、濮阳三市，延伸至山东日照，
河南段基本建成，全线计划今年年
底开通运营。这条线路除了满足晋
煤外运的需求外，对于密切河南与
山西、山东的区域经济协作，拉动沿
线经济发展，促进中原崛起河南振
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郑徐客运专线、郑州至
新郑机场城际铁路建设正有序推
进。孟军说，郑州是国家确定的全
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加快构建以郑
州为中心的“米”字形快速铁路网，
郑州铁路枢纽的地位将得到进一
步凸显。③12

“建设大交通，构筑大枢纽，促进大发展”系列报道反响篇

背景素描
宛城区是南阳市主城区所在地。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宛城段南接卧
龙，北连方城，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总干渠南阳城区段的重要一环。全
区共安置丹江口库区移民5299人。

悠悠白河穿南阳而过，在宛城
区弯出一条美丽的弧线，留下一片美
丽的风景：白河湿地公园，落霞与孤
鹜齐飞；水上运动中心，碧波共树丛
一色。这是第七届全国农运会留给
宛城区的福泽。

2012年，宛城区办了一届圆满的
盛会，好评如潮。几乎与此同时，该
区还承担起另一项国字号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任务。
只身扛“两鼎”，大气宛城不“晚

成”。以“老南阳人”自称的宛城人，做
起事情，骨子里有一种天然的“当仁
不让”。8月22日，记者在宛城区沿着
干渠走了一趟，才知道干渠虽不长，
却也承载了宛城人的深厚情谊。

也是 2012 年，由于南阳市行政
区划的改变，几近建成的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干渠宛城段，被划走了近
80%，只剩下2.4公里，甚至不够一个
标段。有人开玩笑，说宛城区被摘了
桃子，但宛城人不这样想。“尽管宛城
段的干渠不长，但一样承担着清水永
续润京津的历史使命！”宛城区南水
北调办主任李连昌向记者表示。

南阳水好，不只在淅川，宛城亦
然。资料显示，宛城区地表水径流量
3.3 亿立方米，浅层地下水开采利用
量 1.2 亿立方米，60 米的深水井，每

小时出水量可达 60 吨以上，水质在
优良以上。

天赋异禀不足夸，宛城人更重
实干。农运会过后并没有“人走茶
凉”，在那段火热岁月中定下的“绿、
净、畅、靓、美”标准，至今得以传承。

在宛城区，声势浩大的“千人行
动”、“百日会战”先后打响，确保通水
之年宛城天更蓝、水更绿；在乡村，

“清洁家园”的理念越发深入人心，干
渠两侧绿色遍地，不见其余。不以善
小而不为，宛城人用自己的全力，维
护着那段2.4公里的一泓清水。

宛城段干渠所在地红泥湾镇，
与南泥湾一字之差，一样美丽、富
饶。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下，一家食品
生产企业进驻了红泥湾杨家岭移民
村，主打产品是“乡巴佬”卤蛋，虽然
土气，却畅销省内外，给移民乡亲带
来福祉。

不知不觉，2.4 公里的干渠已经
走完，我们竟从红泥湾镇刘寺村，走
到了方城县博望镇后荒村。红泥湾
镇副镇长于伯山笑称这段渠是“花卷
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边种桂
花，一边种冬青。

往前几步，几位工人正抡起铁
钎，给防护网旁边的配渠“开口”。问
了才知道，一是怕雨水倒灌地里，淹
了“娇贵”防护林；二是怕地里排水不
畅，污了青青北上水。

“多远砸一个？”记者蹲在旁边问。
年纪最大的孙师傅指了指自己

眼睛：“这个说不准，看地块高低，全
靠咱这双眼。”

“那不是怪费事？”
“国家投了恁多钱，马虎不得！”
迎通水，更迎嬗变。水过宛城，

带走的是一汪清澈，带来的是一片生
机。③7

水 过 宛 城 清 如 许

□本报记者 归欣 李铮 梁栋
本报通讯员 袁永强

南水北调中线行南水北调中线行
之之宛城宛城见闻见闻

宛城区南水北调干渠一角。⑤3 潘秋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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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海涛）8 月 25
日，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获悉，由于各地积极抗旱浇地，加
之近期陆续迎来降雨，我省旱情得
到缓解，受旱面积已降至411万亩。

我省今年遭遇严重夏旱，高
峰期秋粮受旱面积达 2700 多万
亩，山丘区有 70 多万人、10 多万
头大牲畜存在临时性吃水困难问
题，平顶山市旱情尤其严重，城市
百万人口供水频频告急。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抗旱工
作，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组织动
员全社会力量，掀起抗旱保供水、
保秋粮生产的高潮。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近年

来我省不断加大水利建设投入，有
效灌溉面积已达到 7661 万亩。全
省上下充分发挥这些水利工程的
作用，加强水源科学调度配置，利
用黄河水和地下水等水源，做到能
浇尽浇。加大抗旱经费投入力度，
用于兴建抗旱应急工程、提水、送
水等，受旱农田旱情逐步缓解。我
省还全力解决各地人畜饮水问题，
成功实施了丹江口水库向平顶山
市应急供水工程。

此外，从 8 月初以来，我省持
续迎来局部零散降雨，对旱情缓
解产生积极作用。

根据 25 日最新统计结果，全
省受旱面积为 411 万亩，其中轻旱

219 万亩，重旱 192 万亩，临时性
饮水困难人数 27.38 万人，主要分
布在平顶山、许昌、南阳、汝州等
地。全省累计投入抗旱资金 21.4
亿元，抗旱浇地 9206 万亩次。

但目前仍有部分地区旱情严
重，省水文水资源局 25 日发布枯
水红色预警。其中信阳市浉河南
湾水库达到枯水黄色预警指标，许
昌市颍河白沙水库、南阳市白河鸭
河口水库达到枯水橙色预警指标，
平顶山市沙河白龟山水库达到枯
水红色预警指标。预计上述地区
未来一周内仍无大范围明显降水
过程，水库水位可能继续降低，尚
需采取措施积极应对。③9

本报讯 （记者谭 勇）8 月 22
日，家住舞钢市尚店镇料庄村 59
岁的残疾老人刘玲方怎么也想
不到，广西巴马三江食品饮料有
限公司和舞钢团市委的工作人
员为他送来了 8 箱矿泉水。

当天下午，该公司在尚店镇
举行了捐赠仪式，共为舞钢市捐
赠 1100 箱、21000 瓶矿泉水，总价
值 10 万元。

今年汛期以来，舞钢市遭遇

了严重旱灾，全镇 32 个行政村已
有 28 个行政村 1.5 万余人、近 2
万大牲畜吃水困难。

广西巴马三江食品饮料有限
公司获悉旱情后，积极与舞钢团市
委联系，首期捐出价值10万元的矿
泉水。公司总经理王德明说，作为
一家山泉水开发和销售的企业，解
决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后期公司还将关
注旱情，根据需要提供援助。③11

全 省 旱 情 已 获 缓 解
受旱面积已由高峰期的 2700 多万亩降至 411 万亩

外省民企情系我省旱情
1100 箱瓶装水送抵舞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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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栾 姗）8 月 25
日，记者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获
悉，中国铁路总公司第二次中欧班
列运输协调会议将于 10 月中旬在
郑州召开，届时将有重庆、成都、武
汉、苏州、义乌等地政府和中欧班
列平台公司前来参会。

首次中欧班列运输协调会议
8 月 14 日在重庆召开，会议研究通
过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印发
中欧班列组织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签订了《第一次中欧班列国
内运输协调会备忘录》。这次会议
的召开标志着各地开往欧洲的货
运班列均已纳入中欧班列范畴，成
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体规划》的
重要支撑项目。

中国铁路总公司将第二次中
欧班列运输协调会议放在郑州召

开，凸显了河南作为连通境内外、
辐 射 东 中 西 的 物 流 通 道 枢 纽 地
位。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郑州至
汉堡）已累计开行 28 班，开行列次
已占到全国总量的近 30%，省外货
源占到总发货量的 70%，货源覆盖
地超全国半数省份，居全国去往欧
洲集装箱班列首位。

为推进中欧班列（郑州至汉
堡）有序发展，郑州国际陆港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已成立了卡车航班
公司，并设立上海、南京、广州、深
圳等十个办事处，实现散货拼箱业
务国内全面铺开以及回程班列的
快速分拨。与此同时，郑州国际陆
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德国分公司
已成立，回程班列的到站分拨业务
和回程班列的货源组织，正在积极
推进。③10

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8 月 24
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2014 年
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推荐选拔
工作日前启动，具有副高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承
担或参与过重大科研任务或重大
工程项目，学术技术水平处于国内
或省内领先地位的优秀专业技术
人才，可向所在单位进行申报，并
经过民主评议、组织推荐、专家评
审等程序，最终由省政府审定。

据介绍，作为河南省“811青年
人才工程”的一部分，省级学术技
术带头人从 2012 年起每两年选拔
一次，每次选拔 200 人左右。除以
上基本条件外，推荐入选原则上还
应在近五年内取得下列业绩之一：

1.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社科基
金资助项目或 2项以上省自然科学
基金或社科基金资助项目；2.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或 2项以上实用新型
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3.获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或省部级社科类奖；4.
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重大
项目、重要工程任务；5.发表的论文
被 SCI、EI、ISTP 等国际著名检索系
统收录 2 篇以上；6.获省辖市（厅）
级科技进步一等奖或二等奖，等
等。具体事项可从河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或河南省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络学院网
站查阅下载。

全省申报截止日期为 10 月 31
日。③12

本报讯（记者高长岭 实习生
刘如楠）8 月 25 日，记者从省国土
资源厅了解到，我省已经着手编制
第三轮矿产资源规划。省国土资
源厅有关负责人说，本轮规划更强
调矿产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关系，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
青山。

据省国土资源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相比前两轮矿产资源规划，
此次规划编制更加注重矿产资源
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规划编制要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为根本要求，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原
则，明确各类限制区、禁止区的分
区要求和开发方式，对不符合环保
要求、破坏生态环境的开发项目一
律不纳入规划。

据了解，我国矿产资源规划每
五年修编一次。此次编制的矿产资
源规划的规划期为 2016 年到 2020
年。本月初，国土资源部已经下发
了矿产资源规划的 34项重点专题，
我省将根据实际情况，突出地方特
色，拟定规划编制指南，认真谋划未
来五年的矿产资源工作。③10

第二次中欧班列协调会
10月在郑召开

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推选工作启动

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

我省启动新一轮矿产资源规划

“我们种的葡萄技术含量高，口味和吐
鲁番的葡萄一样香甜。”8 月 15 日，省农科
院临颍葡萄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基地在临颍
县颍龙种植专业合作社 1500 亩葡萄种植
基地揭牌，理事长贺金海高兴地向前来参
观的专家和农户介绍基地的优质葡萄。

普通葡萄一般每亩地能产 8000 斤以
上，但贺金海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
每亩地产量控制在 2000 斤以内。虽然产
量低了，但葡萄品质却提升很多。普通葡
萄的含糖量在 13%左右，合作社的名为金
手指的葡萄含糖量高达 22%，基本上和吐
鲁番的葡萄含糖量一样，甘甜爽口。

贺金海告诉记者，葡萄开花的时候，合
作社人员从 24 朵花中精选 6 到 8 朵留下，
其余的全部剪掉。通过对每个葡萄果穗的
修整，使每亩葡萄的形状、大小、重量达到
一致。“今年第一年产果，每亩平均产量只

有1200斤，但可实现收益2万元以上。”
我省在葡萄生长季节雨水多，湿度

大，容易引发病虫害。在专家的指导下，
贺金海采用葡萄避雨栽培技术有效解决
了这个难题。

记者在葡萄种植基地看到，白色塑料
大棚里的一串串葡萄用白色纸袋包裹，树
下铺着一层黑色的地膜。“我们采用‘天
膜、地膜、套袋’三隔离技术，创造一个干
燥的环境，降低了病害的发生。”省农科院
园艺所果树研究室主任王鹏说。

在该合作社果粮套种示范区，一行
行爬上架子的葡萄，像绿色篱笆墙，把绿
油油的黄豆地隔开。该项目区采用上海
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王世平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葡萄根域限
制与避雨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科
技成果，在临颍示范推广果粮套种技术。

王世平介绍，每亩地按 30%多的地
种葡萄，60%多的地种粮食作物分配，在
葡萄树根两边，用塑料膜把葡萄和粮食
作物隔开，两者浇水、施肥，各自进行，互
不影响。葡萄架采用 V 形架式，葡萄只
长 80 厘米高，有利于粮食作物通风、透
光，也便于机械化操作。

“按照规划，果粮套种每亩地产葡萄
2000 斤，小麦 800 斤，大豆 400 斤，既保障
了粮食安全，又增加了经济收入。”贺金
海说，如果项目推进顺利，将会示范带动
周边更多农户种植。③11

合作社的葡萄为何这样甜

□本报记者 王冠星

□本报记者 卢 松

本报讯 （记者谭 勇）8 月 25 日，记者从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河南省建筑产业现代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心
依托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成立，负责组建我省
建筑产业现代化技术研发团队，开展关键技术攻
关，研究制定和完善适应建筑产业化要求的结构
技术保障体系、建筑体系、部品体系、质量控制体
系和性能评定体系。

同时，做好配套计算软件、信息管理平台开发
及产业化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的研发以及产业化
试点、能效测评分析等工作，为我省建筑产业现代
化政策制定提供技术支持。③7

本报讯（记者杜君 实习生丁宝秀）舞龙舞狮、
眼皮担水、猜灯谜……8月25日，郑州市绿博园发布
消息，中秋节绿博园将举办文化展示、民俗展演、商
贸联谊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想过一个传统味儿十足
的中秋节，就到绿博园品味民间文化艺术大餐吧。

据介绍，本届中秋文化节绿博园主打“传统
牌”，充分传递出浓厚的中秋文化底蕴；剪纸、泥
人等尽显民俗特色；舞龙舞狮、眼皮担水等民间艺
术家的现场展演，将为你揭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神秘面纱。此外，现场还将进行猜灯谜、中秋寻宝
等互动游戏，参与者有机会获得精美奖品。

本届文化节将于 9 月 6 日至 8 日举办，其间，
绿博园还将推出“常回家看看”中秋团圆活动，所
有 60 周岁以上老人在至少一名家人陪同下游园，
老人将享受景区门票免费。③7

本报讯 （记者宋 敏）8 月 25 日，记者从省国
防科工局获悉，国家国防科工局近日批复同意我
省设立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简称高分）河南数
据与应用中心，这将对我省空间信息产业发展发
挥促进作用。

据了解，我省将由省国防科工局牵头负责建
设管理、组织协调和业务指导，由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中船重工及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作为技术支
撑，建立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河南数据与应用
中心的组织体系。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参与高
分专项应用示范与成果推广，组织开展我省高分
数据应用规划论证、技术培训、宣传普及、技术研
发，力争打通空间信息应用产业链，按照相关政策
获取、管理、分发高分数据等，为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空间信息服务。③9

8月21日，鹤壁市农科院的科技人员在夏玉米试验田里测量玉米的
株高。今年，该院承担了20余项国家和省级试验项目。在科技人员的精
心管理下，大旱之年近400亩试验田里的玉米仍长势喜人。⑤3

李国庆 刘平丽 摄

河南省建筑产业现代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

我省获准设立
高分数据与应用中心

中秋节到绿博园
品文化艺术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