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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小麦灌浆期，是决定小麦
千粒重的关键时期。而近日来，我省气
象局连续发布干热风橙色预警，拉响
了我省小麦保丰收防卫战的警笛。

什么是干热风？对我省小麦丰产
会有什么影响？该如何防御？5月16
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小麦丰产遇“劲敌”

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从本月10
日开始，河南北部和中西部连续3～4
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2℃～34℃，风速
也在 3米/秒以上。受连续的高温和
大风天气影响，我省中北部、西北部、
中西部局部先后出现轻度干热风天
气。截至 13日，全省累计有 59站次
轻度干热风。其中，林州和宝丰站出

现 3天轻干热风，安阳、博爱、焦作、
平顶山、叶县等13个台站出现2天轻
干热风，其余县（市）出现 1天轻度干
热风灾害。

“在经过短暂的间歇后，干热风天
气仍将持续。”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
霞说，从17日到19日，河南大部分地
区最高气温将均高于32℃，特别是北
中部地区最高气温达35℃～36℃，并
且有3～4级的偏南风，仍将出现持续
的重度干热风天气。

张霞说：“此次干热风过程出现时
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如果不及时应
对，将影响小麦正常灌浆攻籽，甚至造
成不同程度减产。”

应对干热风 关键是水
分供应及时

干热风是小麦灌浆期发生的一种
农业气象灾害。一般出现在5月初至

6月中旬少雨、高温天气，此时正值华
北、西北及黄淮地区小麦抽穗、扬花、
灌浆期。

省农业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
成林说，干热风会使小麦植株蒸腾加
剧、水分失衡，往往导致小麦籽粒灌浆
受抑制或不能灌浆，秕粒增多甚至枯
萎死亡。在小麦灌浆乳熟期，如果遇
到干热风袭击，轻则灌浆不满，重则植
株枯死，籽粒干秕，严重影响产量和质
量。局部受灾地区减产率最高可达
30%至50%。

但有些时候，干热风也会受到农
民的欢迎。在高温条件下，小麦籽粒
灌浆速度加快、灌浆期缩短、粒重下
降，但形成蛋白质会增加，品质变好。
这就是河套灌区的小麦品质高，能加
工成“雪花粉”的缘故。因此，在理论
上，即使干热风较重，只要水分供应及
时，就能降低高温带来的影响，做到产
量质量两不误。

有风停浇 无风抢浇

目前我省中西部、西北部、西南部
局部等地墒情较差，不利于抵御干热
风灾害的影响。“应趁干热风来临前，早
晚气温较低时，小水细浇，浇透为止，以
提高田间湿度，延长叶片功能期。”成林
说，“注意有风停浇，无风抢浇。”

此外，她介绍，还要做好叶面喷肥，
常用的叶面肥包括1%～2%尿素溶液、
0.2%磷酸二氢钾溶液、15%～20%草木
灰浸出液等，可以提高麦秆内磷钾含
量，增强抗御干热风的能力，可在干热
风来临前，每次每亩喷50～75千克。

成林同时提醒，小麦生长后期开
展“一喷三防”，是预防和减轻病虫害、
干热风等危害的有效措施之一，前期
未开展“一喷三防”或仅喷防一次的麦
田，应抓紧时间喷施 1～2次，以提高
粒重，应对干热风天气。②9

干热风天气影响我省

如何保丰收 浇水有讲究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5月16日，
记者从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获悉，今年秋季入学时，郑州市郑东
新区龙子湖高校园区将完成新建扩建
3所中小学校，新增 5040个中小学
学位，入学难的局面将有所缓解。

高校多，中小学校却少得可怜，
不少高校职工和园区居民的孩子入
学，要跑到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外上
学。省人大常委会2016年下半年开
展义务教育法执法检查时，发现郑东
新区龙子湖高校园区存在这样的尴

尬局面，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
在于新区规划时预留义务教育用地
不够。此后，执法检查报告提请省人
大常委会审议后转交省政府及有关
部门办理。

目前，省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
办理有果。省政府年初先后两次召开
协调会，研究确定了解决方案。首先
是加快3所在建扩建中小学校建设：
新建的知启学校，位于龙子湖高校园
区东北侧方向，小学24个班、初中36
个班，可容纳学生2880人；扩建的龙

子湖第一小学，位于园区西北侧方向，
由原来的24个班增至48个班，增加容
纳学生1080人；扩建的龙岗小学，位
于园区西南侧方向，由原来的12个班
增至36个班，增加容纳学生1080人。
这3所学校将加快建设进度，今年秋季
入学就可以投入使用。

另有4所学校今年5月底前要全
面启动建设，明年秋季投入使用，分
别是：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西侧建设
1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可容纳学生
2880人；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校园

内建设 1所小学，可容纳学生 1080
人；在园区北侧薛岗街区，建设 1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可容纳学生 2880
人；在园区南侧博学路文苑路东北
角，建设 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可容
纳学生2580人。

省政府在报告中表示，要协调处
理好学校建设用地问题，将义务教育
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充分预
留发展空间；要优化义务教育学校用
地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服务，加快建
设用地审批、征收和供应流程。③5

本报讯（记者 杨万东）5 月
16日，省教育厅公布了2017年全
省普通高中招生考试照顾政策。

据了解，烈士子女可照顾
20 分录取；因公牺牲人民警察
子女、一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
女照顾 10分录取；归侨、侨眷考
生照顾 10 分录取，台湾同胞投
资者及随行眷属、所聘台湾管理
人员凭《台湾同胞投资证书》，其
子女报考普通高中的，照顾 10
分录取；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计
划生育双女家庭，其子女报考本
县（市）区高中时照顾 10 分录
取；派驻各地进行艾滋病防治帮
扶工作队员的子女，报考当地普
通高中的可照顾 10 分；移民搬
迁后 5年内，考生在中招中照顾
10 分；少数民族考生报考少数
民族学校的照顾 10 分录取，报
考其他学校的，照顾 5分录取。

若同一考生享受多项加分
条件，只取其中最高一项分值加
分，最高可加 20 分。省教育厅
要求，除省定加分项目外，各地
不得自行增加加分内容。③6

我省公布中招加分政策
最高可加20分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尹沅
沅）5月 14日，记者从河南省人民医院
获悉，“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
委会肺癌规范化诊治（COE）项目河南
省示范中心启动会”日前在郑州举
行。即日起，省医拥有了全省唯一一
家肺癌规范诊治优秀示范中心。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
瘤。河南人口众多，肺癌患者基数较
大且5年生存率较低，给家庭和社会带
来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由于各地医
疗技术水平层次不齐，也影响了肺癌的
早诊早治水平。为此，中国医药教育

协会肺部肿瘤专委会于今年启动了
“肺癌规范诊治优秀示范中心（COE）”
项目。项目以上海市胸科医院为全国
示范中心，下属全国 5大区域示范中
心、25家分中心，覆盖全国 210 家医
院，通过开展规范化诊治教育，建立上
下联动的诊治绿色通道，提高全国各
级医院的肺癌规范化诊疗水平。

会上，10余位业内专家围绕肺癌
的综合治疗与全程管理、肺癌的影像
学鉴别诊断及血检新技术、肺脏介入
学在肺癌诊治中的作用等内容对参会
人员开展了学术讲座。③4

高校园区缺小学 今年有望得缓解
郑州龙子湖高校园区将新增5000多个中小学学位

军民科技融合怎么样？ 活动周上看一看

我省首届“军民科技融合”成果推介会即将盛大举办
□本报记者 李保平

记者昨日从河南省科技厅获悉，为
期一周的河南省2017年科技活动周将
于5月20日-27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活动以“科技强国 创新圆梦”为主题，
其间将开展科普展览、科技下乡、科技
大集、科普大篷车等形式多样、丰富多
彩的科普活动近百项，同时将有近万名
科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各种科技活动，
参与群众将达到百万人次。

据悉，科技活动周是我国政府于
2001年开始设立并组织实施的全国性
的科普活动，确定于每年5月第三周为
科技活动周。目前，科技活动周已连续
成功举办了十六届，成为推动全国科普

工作的标志性活动和重要载体。
我省 2017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

式将于5月20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创意
产业试点园区（郑州市国基路与花园
路交叉口向西 300米）举行。在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加速发展和国
家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大形势下，将
于5月20日-21日举行首届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军民科技融合成果
推介会，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解放军
防空兵学院、中电科集团、中航集团、
中船集团等军事院校和军工单位将集
中展示 200 多项军民两用高科技成
果，发布 10 项左右军民融合科技项
目，涉及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新材料、
医学健康等多个领域。其中成果展将

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此次军民融合
科技成果推介活动将有效宣传推进我
省军民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军民通用
设计、制造等先进工业技术的合作开
发、双向服务与成果共享，为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和我省产业转
型攻坚调整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军民科技融合”成为经济热点

2016年年底，我省《河南省国防
科技工业军民科技融合发展“十三
五”规划》提出一个令人振奋的目标：
推动我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由初
步融合向深度融合发展，未来五年要
实现军工经济增加值对全省经济增
长贡献率达到 8%。军民产业融合，

天地广阔——以北斗导航为例，我省
起步早行动快，依托解放军信息工程
大学、中电科27所、中电科22所人才
和技术优势，形成以芯片、模块、天线
研发为主的高端研发环节，未来将广
泛应用在智慧城市、港口物流、交通
运输、政府管理等方面。

在民用航天方面，抓好我省承担
的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分专项等国
防重大科技专项任务。扩大导航、遥
感、通信卫星的地面应用，开发民用市
场，壮大产业规模。加强军民卫星、地
面系统和数据资源的统筹发展。

在军民科技融合基础建设上，培
育军民科技融合创新示范园区、产业
园区(基地)，以军民科技融合产业为主

导的产业园区达 10个，与高新技术、
经济开发、产业集聚等产业园区合作
建设30个。支持郑州、洛阳创建国家
级军民科技融合创新示范区，为推进
我省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有力支撑。

成果众多 亮点纷呈

谈到本次“军民科技融合”科技项
目推介会，会议承办方，河南省高技术
创业服务中心赵寅星主任说：“本次最
大的亮点是高新成果多，数百个高新
技术成果将在大会上发布，寻找合作
伙伴。”

他说，省委、省政府在《关于加快
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对“加强军民创新

融合”做出规划。一是建立军民科技
融合协同创新研究院；二是搭建国防
科技工业成果信息与推广转化平台；
三是设立军民科技融合协同创新基
金。这都是促进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的
利好消息。未来，中心将借助全省首
届“军民科技融合”成果推介会的机
会，大力宣传我省“军民科技融合”的
优秀成果，探讨行业发展的机制体制，
推动军民科技融合的产业发展，为河
南“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立下新功。

据悉，本次活动主办单位阵容强
大，分别为河南省科学技术厅、中共河
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科协、河南省国
防科工局、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郑州市人民政府。

肺癌规范化诊治项目河南中心启动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5月 16日，
记者从省农业厅了解到，为进一步推
动秸秆禁烧工作，我省计划今年新安
装摄像头 2万个，本月底完成安装任
务，以构建起基本覆盖全省的“蓝天卫
士”监控系统。

我省提出今年的秸秆禁烧工作目
标：持续强化秸秆禁烧工作，决不允许
反弹回潮，力争实现零火情。为实现
目标，我省提出要强化责任落实，坚持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要以
地定人，以火查人，严防死守，严厉处
罚，严格问责。继续采取严格的扣拨
财力经济处罚措施，以环境保护部提
供的秸秆焚烧着火点和火点经纬度为
依据，以县（市）区为单位，每一个着火
点，扣拨相关县（市）区50万元。

据介绍，“蓝天卫士”监控系统建
设，是秸秆禁烧管控的一项新举措，既

可以及早发现火点，及时排除险情，又
便于责任追究，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
扩大秸秆禁烧的社会影响。我省今年
计划安装 2万个电子监控摄像头，以
构建起覆盖全省的监控网络。目前整
体建设进度已达60%，各地正在加紧
安装、调试，省政府要求各地确保在月
底前全部安装到位。

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
我省永城、鹿邑、汤阴等地安装了1300
多个摄像头，通过实时监控，实现了“零
火点”目标，行政成本也下降了一半。
根据前期调研，全省如果建立起覆盖所
有农田的“蓝天卫士”系统约需3万个
摄像头，我省今年计划安装2万个，加
上前期投用的摄像头，可以覆盖全省
70%的农田。部分地区由于各种原因，
并不适合安装摄像头，只能继续靠基层
干部加强管理，防止焚烧秸秆。③6

装上两万“千里眼”
看住秸秆着火点

5月 12
日，河南省温
县第三实验
小学学生在
老师的指导
下进行防震
逃生演练。
新华社发

5月16日，郑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在河南省中医药大学举行了郑州市“低碳
行、科普游、探寻身边新科技”活动启动仪式，300余名社区科普大学的学员参观
了河南中医药大学的中药博物馆。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记者 代娟

5月16日8时许，在省道229辉县
市宋庄至愚公洞段，一辆大货车漏油，
导致一辆小型越野车刹车时打滑，造
成4车相撞，拥堵长达3公里，驾驶警
车的交警根本到不了现场。幸亏辉县
市“骑警中队”队员罗世海赶到，立即
处理交通事故、疏导交通，避免了更多
车辆拥堵。

鲜亮的制服、警灯闪烁的大功率
警用摩托车，全副武装的骑警不光是
外形帅气，上路以来，执勤路段的平均
接处警时间比之前缩短了 60%以上，
近半警情未等群众报案，骑警已经出
现在现场。

辉县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武
卫疆说，作为全域旅游城市，该市每年

有近百万外来旅游车辆入境，给城区和
景区道路交通造成巨大压力。摩托车
机动灵活，还能适应辉县复杂的山区地
形。经过前期考察以及层层挑选、严格
培训，今年2月20日，由15名交警组成
的“骑警中队”正式成立。平时主要服
务城区，节假日则主要服务景区周边道
路，主动发现并处理道路拥堵、交通事
故、车辆违法等行为，确保“哪里有警
情，哪里有事故，哪里就有交警”。

“我们实行 24小时勤务模式，以
巡逻执法为主，静态值守为辅。”骑警
中队中队长何哲说，“我们始终保持动
态查处违法行为，巡逻里程已达1.3万
公里，劝离违停 1800 余次，接处警
400余起；每名队员日均巡逻路段 80
余公里，巡逻次数、密度以及覆盖区域
至少是之前的3倍以上。”②8

辉县“骑警中队”威武
接处警提效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