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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5 月 28日，
省公安厅部署高考安全保卫工作。从
即日起，全省公安机关开始进行打击涉
考犯罪专项行动，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安
全、平稳、有序实施。

专项行动期间，全省公安机关将结
合当前正在开展的“雷霆行动”和“护校
安园”行动，集中清查一批涉考违法犯
罪人员及线索，清理一批涉考网络有害
信息，整改一批治安乱点和涉考安全隐
患。全省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工商等
部门，排查清理校园及周边兜售作弊器
材、组织替考等广告信息，重点查处涉
嫌生产、销售考试作弊器材等违法违规
行为。此外，积极配合教育、网信等部
门，开辟高考安保网上战场，严格落实
24小时网络巡查制度，加强对重点涉考
类网站、贴吧、QQ、微博和微信的管理，

切实净化涉考网络环境。
省公安厅要求，高考期间，各地公

安机关要在每个考点设立临时执勤
点，配备足够警力，及时受理考场周边
各类案件线索和考生报警求助；辖区
派出所要加强考试期间值班备勤，对
遗失和来不及办理身份证件的考生，
第一时间为其提供临时身份证明；要
加强各个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管理措
施，严防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开辟“绿
色通道”，为押运试卷和接送考生的车
辆提供通行方便。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发现
的各类涉考违法犯罪行为，警方要做到

“五个到位”：涉案成员全部抓捕到位、
所有作弊设备收缴到位、违法犯罪活动
依法打击到位、违法场所清查到位、涉
及的学生及家长处理到位。③7

□本报记者 王平

再有不到半个月，2018 年的高考
将拉开序幕。记者 5月 28日从河南省
人民医院了解到，近期有不少考生及家
长因心里紧张、焦虑、烦躁等前来就
诊。如何减压应对“恐高症”？记者就
此采访了有关专家和往届考生。

“心情比较烦躁，尤其是考前这几
天，一看到周围设有‘倒计时’牌和往届
学生备考经验谈等，就越感到自己复习
得不够充分。”采访中，很多考生发出了
这样的感慨。去年参加高考的北京师
范大学河南籍学生刘玥感同身受。她
认为最好的减压办法就是把“倒计时”
牌看成是“放松解放”的提醒。“考前这
几天切忌复习贪多，要抓住核心知识

点，其余的小知识点可以分门别类列出
几个关键词，这样复习起来就会事半功
倍了。”刘玥说。

高考不仅考学生，也在考家长。“每
年高招、中招前这段时间，都有很多家
长因为陪伴孩子考试精神紧张，从而出
现了‘旧病复发’前来就诊。为了迎接
考试，很多家庭从父母工作调整、孩子
饮食安排等方面绞尽脑汁，有的家庭甚
至是‘男女老少齐陪考’，这对考生是一
种无形的压力。”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主治医师蒋珊对记者说。

针对这一问题，专家指出，备考期
间，作为家长应该摆正心态，先让自己
放松，让生活平常化，使家庭气氛保持
稳定、和谐的状态，才有利于孩子的备
考。③4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5月28日，平
顶山市政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三鼎控
股集团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投资建
设年产60万吨“己内酰胺—聚合—锦纶
产业一体化项目”，这将为平顶山做强做
大尼龙新材料产业，延长煤炭化工产业
链，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据了解，作为“中国尼龙城”的标志
性项目，年产60万吨“己内酰胺-聚合-
锦纶产业一体化项目”总投资约 200亿
元，建成投产后，能够解决地方就业约
5000人，实现年利税约20亿元，年产值
达400亿元以上。

三鼎控股集团是我国民用锦纶纤

维行业综合实力最强的企业之一，企业
落户平顶山后，将充分利用资源、产业
优势，努力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上
下功夫，助推尼龙 66 和尼龙 6 协同发
展，打造世界级百万吨尼龙新材料产业
集群，不断推动千亿级“中国尼龙城”建
设取得新突破。

近年来，平顶山和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按照“大尼龙、全产业链、国际化、
创新引领”发展战略，联合建设“中国
尼龙城”，构建起尼龙工程塑料及制
品、尼龙化纤纺织、聚氨酯制品三大产
业集群，目前已经形成了全球最完整
的百万吨大尼龙产业格局。③6

□本报记者 李英华 刘红涛

5 月 28 日，烈日当头，永城市演
集镇李楼村优质小麦生产基地，金色
麦浪滚滚。麦穗沉甸甸的，用手轻轻
一搓，籽粒饱满的麦仁儿圆润可爱，
散发淡淡清香。

“我们主要种植的是优质强筋小
麦‘郑麦 7698’，测产平均亩产 532.1
公斤，比大田增产 58.5 公斤，增幅
12.4%，可以为当地农民增收3000万
元，为面粉企业节本增效 1.5 亿元。”
永城市农业局局长张亚超介绍。

小满天天赶，芒种不容缓。三夏
大忙时节，抢收抢种成为主旋律，正
如“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的俗语
描述的情形。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不断推进，我省按照布局区域化、经
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
的总体思路，提出大力发展优质小麦
适度规模化种植，通过对优质小麦实

行专种、专收、专储、专用，实现优质
优价，提高河南小麦竞争力。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省优质小麦
发展得如何？几个数字可以说明问
题。从种植面积来看，2017 年我省
种植优质专用小麦 840万亩，较上年
增加240万亩，增幅40%；今年秋播，
这个数字可能达到 1200 万亩，初步
形成豫北、豫中东强筋小麦适宜区
和豫南弱筋小麦适宜区。从示范范
围来看，2016 年只有 8 个优质小麦
生产示范县，每个县建设 10万亩示
范区，2017 年示范县扩大到 22 个，
今年的目标是 40 个。从收购量来
看，省粮食局提供的数字显示，2017
年全省收购优质小麦 8.13 亿公斤，
带动农民直接增收 2.5 亿元。截至
目前，全省 840万亩优质专用小麦已
落实订单（含意向）361.7 万吨，订单
（意向）率 87.5%；从资金扶持力度来
看，我省整合利用绿色高产高效创
建和农业结构调整项目资金 8800万

元，22 个优质小麦生产示范县每个
获资 400万元。

我省今年的小麦生产先后经历
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包括去年适播期
连阴雨天气、今年春季晚霜冻害以及
后期的大风倒伏等，给夏粮生产特别
是优质小麦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作为全国重要的优质强筋小麦
生产基地和种子基地，新乡市小麦种
植面积 500万亩以上，其中优质强筋
小麦 100 万亩，今年受冻害影响较
大。

“经初步调查统计，今年新乡市
夏粮成产要素与常年相比呈现‘两
减一增’，即亩穗数、穗粒数减少，千
粒重预计增加。”新乡市副市长李刚
说，通过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
进粮食收储企业、加工企业与产地
规模经营主体产销衔接、以销定产，
该市优质强筋小麦全部实现了订单
生产，推动了优质专用小麦健康发
展。③6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5月28日，
记者从省科学院同位素研究所获悉，
由河南省核农学重点实验室培育的

“豫丰11”和“郑品麦24”两个小麦品
种，近日分别通过了“国审”和“省审”。

与普通小麦不同的是，这两个
品种的父本来源，均是通过航天诱
变技术培育出来的“太空麦”。同位
素研究所所长范家霖告诉记者：

“2006年，‘矮抗 58’和‘周麦 18’两

个我省小麦主力品种的种子搭载实
践八号育种卫星升空，返回地面后
再经过辐照诱变技术处理，筛选出
了豫同 198和豫同 194两个创新品
系，在此基础上培育出了‘豫丰 11’
和‘郑品麦24’。”

在小麦增产因素中，新品种的
贡献率超过了30%。如何打破基因
连锁、提高变异率，培育出更多的高
产、优质、多抗新品种，一直是育种

界的重要课题。“可喜的是，通过航
天育种与辐射诱变，我们切实有效
地提高了小麦育种的效率和效果。”
范家霖介绍，在国家和省区域试验
中，这两个品种的增产能力突出，亩
产量均可达 600~700公斤。其中，

“豫丰 11”品质达到中强筋标准，抗
逆性、抗病性强；“郑品麦 24”矮秆
抗倒伏，耐寒性好，品种商品属性突
出。③4

本报讯（记者 栾姗）建设数字中
国，河南咋发力？5月 28日，记者从省
发改委获悉，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河
南省大数据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力争到 2020年，我省大数据产
业竞争力居全国第一方阵，成为全国
一流的大数据产业中心。

我省成功把握大数据时代的先发
机遇，成为继贵州之后全国第二批获
批建设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省份之
一，随着18个大数据产业园区建设全
面铺开，我省正在成为中西部地区大
数据及相关领域产业的价值洼地，被
业内誉为“中原数谷”。其中国家大数
据（河南）综合试验区核心区——郑东
新区龙子湖智慧岛取得了重大突破，
先后入驻华为、浪潮等 100多家大数
据骨干企业。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谷建全
说：“人类正从 IT时代走向 DT时代。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
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深
入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大数据

产业快速发展，是河南经济从高速增
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

河南人口众多、交通便利、气候适
宜，发展大数据产业潜力巨大。《行动
计划》提出，着力构建“核心产业+创
新应用+关联产业”三位一体的大数

据产业体系，全面提升我省大数据资
源开发能力、技术支撑能力和产业发
展能力。具体来说，首先要有核心产
业，鼓励发展大数据服务外包，积极培
育一批从事大数据采集、存储、加工处
理、流通交易的第三方企业；其次要有

创新应用，推动农业粮食、交通物流、
科技教育、文化旅游、健康养老、公共
安全、信息通信、环境保护等领域大数
据应用，加速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第
三要有关联产业，依托郑州航空港智
能终端产业园区，积极发展智能穿戴、
智能电视、虚拟现实等新型智能终端
产品，培育发展智能车载、智能医疗健
康、智能仪表等行业应用智能终端。

我省抢抓智能时代发展机遇，对标
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到2020
年大数据产业竞争力居全国第一方阵的
量化目标是：大数据产业生态系统初步
形成，大数据创新应用水平走在全国前
列，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
元、关联业态规模超过5000亿元。

谷建全建议，实现这一发展目标，
河南就要率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尤其是加快发展智能制
造，实现在农业、物流、医疗、养老、金
融、商务、家居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应用
的“机器换人”，例如在商务领域，可以
探索发展无人超市、无人售餐机、智能
售药柜等。②8

全省警方严打高考期间涉考犯罪

高考减压需家长调整心态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携手三鼎控股集团

打造世界级尼龙新材料产业集群

优质小麦“质”“量”兼优

我省发布大数据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中原数谷”力争跻身全国一流

种子“飞”上天 品质再升级

河南省机关事务工作协会是于1991年 10月经河
南省民政厅核准登记成立的全省机关事务工作行业性
社会团体，组织机构代码证号为 51455669-8，业务主
管单位为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按照相关政策要
求，该协会自2015年以来已停止运行。现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河
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申请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2018年5月28日

河南省机关事务工作协会
注销公告

5月 28日，在位于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的睿尚京宏(洛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人员正在调试最新研发的远程图像智能投放产品。该产品是一种基于云计算
与物联网等技术支持的远程图像智能投放平台，适用于超远距离控制各类室内及
户外图像信息发布。⑨3 潘炳郁 摄

5 月 28 日，武陟县
三阳乡中封村村民在田
间抢收小麦。随着天气
逐渐转好，该县农民加
紧抢收小麦，确保颗粒
归仓。⑨3 柴明辉 摄

颗粒归仓

图为郑州市白沙大数据产业园云平台机房，该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成为
省内最大的数据中心。 本报资料图片

航天育种指利用太空环境诱
导植物产生遗传变异，从而选
育新品种。辐照诱变是利用
辐射这一物理手段，人工诱导
生物体遗传性状发生变异，再
通过选择培育出新物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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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进行时

三夏新观察

关注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