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豆如何种出高收益
□本报记者 李英华 刘红涛
本报通讯员 袁国豪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当下正
是“三夏”大忙时节，也是夏播的关
键时候。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今
年国内大豆市场出现波动。按照国
家统一部署，我省今年将积极恢复
大豆生产，计划新增优质大豆面积
50万亩。

大豆究竟如何种？咋能“种”出
高收益？近日，记者来到我省大豆
种植面积第一市永城，看大豆如何
丰富“中原粮仓”，鼓起农民钱袋子。

今年新增50万亩优质大豆

“小麦马上收割完，今年要多种
点大豆。”6月 3日，烈日当空，艳阳
高照，永城市新桥乡新桥村农民刘
新全一边忙着指挥收割小麦，一边
盘算着秋季咋种大豆。

为啥要种大豆？心直口快的刘
新全说：“秋季种大豆比玉米管理更
省劲、收益更高。”他进一步解释，按
照当前市场价格，每亩大豆比玉米
收益高 200 元左右。管理上，大豆
比玉米在施肥、病虫害防治方面少
1~2 次，而且种、收全部实现机械
化。“听说今年种大豆还有补贴，种
大豆比玉米划算！”

种大豆不仅仅是效益高。永城
市农业局总农艺师田冲补充说，种

大豆还特别“养地”——大豆根茎有
固氮功能，对改善土壤质量、提升地
力起到很重要作用。

说起永城，大家都知道“黑白经
济”，黑是煤炭、白是面粉加工。“但
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永城种植大豆
有多年传统，常年种植面积全省第
一、产量占全省1/7。”田冲一脸自豪
地说，大豆是永城主要农作物，今年
全市预计新增大豆面积20万亩。

记者从省农业厅了解到，农业
农村部已下达我省耕地轮作试点任
务 50万亩，用于支持我省扩大大豆
种植面积。我省选择永城市、原阳
县等 10 个县（市）和黄泛区农场作
为承担耕地轮作、扩种大豆试点任
务的单位，引导农民种植大豆，扩大
高产高蛋白优质大豆种植面积，实

施期限为1年。需要注意的是，今年
承担耕地轮作、扩种大豆试点任务
的地块，在 2017年种植的秋作物为
非大豆作物。今年已春播或夏播的
大豆不能毁种。

大豆也能鼓起农民腰包

近年来，我省按照“调结构、转
方式、提效益”的原则，调优秋粮种
植结构，提高种植效益。去年，刘新
全和他的合作伙伴流转 3000 亩土
地，通过小麦—玉米、小麦—大豆耕
作模式，种植优质小麦和优质大豆，
一年收入150多万元。

“新全种地为啥能挣钱？他种
的大豆都是高蛋白大豆，受市场欢
迎。”田冲说。作为新型农场主，他
种大豆之前先看市场，咨询农业部
门后再选择大豆品种。就拿去年来
说，他选择的是“商豆1310”和“郑豆
196”，种植面积 2000 亩，平均亩产
400斤左右，最高卖到4元/斤。

调整秋粮结构，扩种优质大豆，
农民朋友应该围绕“土地”“科技”

“市场”要效益。当前距离大豆适期
播种不足半月时间，省农业厅已下
发通知，各地要以高产、高效、优质、
绿色、生态为目标，选用适宜种植的
高产高蛋白优质大豆品种，推进良
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重点推
广夏大豆免耕节本增效高产栽培技
术，不断提高大豆种植效益。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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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进行时

水到渠成共发展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孙欣）6月 5日，
是第47个世界环境日。当天，河南省检察
机关淮河流域（河南段）生态环境保护战略
协作机制成立大会在信阳举行。信阳、南
阳等11个省辖市的检察机关郑重表示，将
发挥战略协作机制优势，积极打造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合力，筑牢淮河流域（河南段）
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屏障。

淮河在我省的流域面积达 8.83 万平
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53%，占全省水资
源总量的 62.5%，主要流经南阳、信阳、郑
州、开封、洛阳、平顶山、许昌、漯河、驻马
店、周口、商丘等 11 个市的 92 个县（市、
区）。多年来，当地的检察机关为保护淮河
流域生态环境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但跨区域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还时有
发生。实施淮河流域（河南段）生态环境保
护战略协作机制，是我省检察机关守护淮
河水清岸绿的新举措。

根据战略协作机制，11个市的检察机
关将联手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对于相
互移送的案件线索，由专人负责移送、专人
管理，并定期互相通报线索处理情况。在
生态环境类型相似或相近的领域和区域实
行区域联动，通过专项行动联合开展工
作。为实现内部信息资源共享，还将建立
信息资源共享与联席会议制度，实行重要
信息、重大案事项互联互通。③9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通讯员 袁楠）
6月 5日，2018年全省知识产权系统执法
维权“雷霆”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新乡举
行，至今年年底，我省将针对重点领域、重
点环节及重点地区持续开展执法检查活
动，精准、快速打击专利侵权假冒行为，加
大惩治力度。

据介绍，此次行动将加大对群体侵权、
重复侵权的打击力度和打击声势，选择典
型案例进行曝光，提振创新者与权利人信
心；同时完善专利保护相关法规规章政策，
强化执法措施手段，形成严格知识产权保
护的合力，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
营造公平竞争创新环境。

根据行动方案，全省知识产权系统将
重点围绕食品药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
重点民生领域以及电子商务、专业市场、展
会等关键环节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每月在辖
区内重点领域组织开展1至2次集中检查、
集中整治、集中宣传活动。各省辖市知识产
权局将每月组织开展1次市县联合执法行
动，并可向省知识产权局申请开展省、市、县
联合执法行动或跨区域联合执法行动。

据了解，今年 1至 4月份，我省专利申
请量达到 55412件，同比增长 77.3%。其
中，发明专利申请量 16494 件，同比增长
82.3%；专利授权量达到 25485件，同比增
长63.1%。③6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任学军
蒋士勋）有效遏制河道渣土倾倒、沿岸违章
建筑全部拆除、索河荥阳城区段清淤全面
展开……近期，荥阳市通过“清河、护岸、净
水、保水”四项行动完成企业排污口治理9
个，拆除违法建设7处，不仅保障了安全度
汛，而且为水生态修复奠定了基础。

荥阳市自去年 9 月份全面推行河长
制，并尝试将河长制纳入生态水系管理体
系，市委书记担任第一总河长，市长任总河
长，做到“一河一长、一库一长”，形成了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构建
县、乡、村三级河长加巡护员的“3+1”河长
体系。

在境内 6 条河流安装河长公示牌 85
处，实现管水、治水常态化、长效化。同时,
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41人担任河长
制社会监督员，对检查出的问题，限时交办
整改、督办落实，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
翔浅底”的生态水系。

荥阳市建立了联合执法机制，严厉查
处河湖库管理范围内的违章建筑物、垃圾
倾倒、违法排污等恶性水事案件。5月 11
日，荥阳河长办接到广武镇后王村村民非
法填埋河道的举报，迅速联系广武镇河长
办以及镇创建办、国土所下发限期整改通
知书。目前，被填埋的河道已恢复原貌。

荥阳境内水资源丰富。河长制的深入
推进，为荥阳扎实做好水生态建设奠定了
坚实基础。近年来，荥阳市先后投资48亿
元，开发沿黄生态湿地景观带和滨水湿地
游园，建成 5公里长、面积 4500亩的索河
湿地公园，建成了面积1000亩的索滨景观
公园、面积518亩的南水北调滨河公园。

“通过深入推进河长制，持续开展河湖
清洁行动等专项整治，实现管水治水常态
化、长效化，进而带动森林、流域、湿地、农
田、城市五大生态系统建设，努力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将全面推进全市的生态文
化建设。”荥阳市委书记、第一总河长宋书
杰说。③7

11省辖市检察机关
联手守护淮河

我省启动知识产权
执法维权专项行动

荥阳：

河长制助水生态
渐入佳境

□本报记者 高长岭

丹江水一来到郑州这座繁华的
都市，就受到了小心呵护。在郑州航
空港区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干渠
中的丹江水缓缓流淌，干渠两侧被浓
浓的绿意包裹着，乔木、灌木、花草错
落有致，郁郁葱葱。

郑州航空港区工作人员介绍，长
约 8 公里的干渠两侧，绿化带各有
200米宽，目前已经栽植乔木18.1万
株，灌木8.7万株，累计完成绿化面积
295万平方米，项目总体已经建成。

为了一渠清水永续北上，文化公
园设计颇为用心，绿化带靠近干渠部
分特意不设置人行步道和休闲娱乐设
施，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对渠水的影响。

“距干渠岸边 100米之内，大家
看到的是油松等四季常青的非落叶
乔木，这样就不会有大量落叶飘入
渠道内。”5月 30日，文化公园设计

方经理介绍。
文化公园有着丰富的寓意。干

渠两侧的两个游园遥相呼应，如果从
飞机上俯瞰，就会发现地面园林构成
了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这既融合
了航空港区的特色元素，又寄托着人
们对航空港区经济腾飞的美好愿望。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郑州境内
全长128.8公里，丹江水沿着干渠从
航空港区一路向西北方向流去，在荥
阳市王村镇穿越黄河。穿黄工程是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的标志性工程之
一。长江和黄河在这里实现“会师”，
平时长江水穿越黄河而过，但从退水
洞中，长江水可以流入黄河。在地质
条件复杂的黄河河道下面三四十米
建设两个大直径隧洞，穿黄工程成为
南水北调最具难度的单项工程。

“回顾这十多年的工作，最大的感
慨是，大型工程施工中的核心设备和
技术，这些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中
国人自己手中。”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
河南分局穿黄管理处处长韦国虎说。

南水北调穿黄工程中，采用的是
外国生产的盾构机。在盾构机掘进过

程中，盾构刀盘刀具损坏较严重，外国
工程师考察后确定的修复方案，难度
和费用都极大，中国的建设者决定自
行修复，技术路径与外国专家相反，中
国方案经受住了实践和时间的考验。

盾构机，又称全断面隧道掘进
机，号称“工程机械之王”。当年为南
水北调立下大功的舶来品，如今已是

“中国制造”变身“中国创造”的代表
性产品，成为郑州铸造的大国重器。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位
于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2008
年，公司第一台盾构机下线；2013
年，公司承担的“盾构装备自主设计
制造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科研项目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标志着我国
真正意义上突破了国外隧道掘进机
关键技术的壁垒，打破了国外盾构装
备的垄断局面，目前公司年产盾构机
达 100台。像盾构机这样的国之重
器越来越多，让郑州经济越来越强。

在丹江水滋润下，郑州航空经济
如凤凰展翅飞翔，中原经济巨龙的龙
头正高高昂起，带领着全省人民迈向
幸福的小康生活。③3

郑州：丹水润繁华 绿城铸重器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时莹

随着城市棚户区改造，大量的
建筑垃圾该如何处理？简单填埋，
还是另做它用？

6月 5日，在周口市川汇区一处
拆迁后的工地上记者看到，断壁残
垣间，几头庞然大物昂首挺立，咆哮
着将一堆堆碎石砖块“吞”进腹中，
一股股“吐”出大小均匀的砂石颗
粒。

“这是 3 台德国克雷曼移动破
碎设备，专门用来破碎、筛分建筑垃
圾，能筛分出细砂、中砂、粗砂以及
不同规格的碎石等 26 种产品。当
然，建筑垃圾中的钢筋也会被筛选
出来。”随行的周口兴源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负责人刘霞介绍。

记者眼前便是兴源公司的建筑
垃圾破碎处置现场。这家企业于
2016 年开始实施建筑垃圾综合利
用项目。

“这些建筑垃圾对于我们来说，
是不可多得的宝贝。我们把砖、石、
混凝土废料经过破碎、筛分后，变废
为宝，用于城市建设。”刘霞向记者
娓娓道来：破碎处置后的细砂可代
替水泥使用，中砂可用于抹灰拌料，
粗砂可用于混凝土拌料，不同规格
的碎石可用于地坪垫层、混凝土拌
料，碎石和粗砂按比例拌合可用于
制砖或作为道路水稳层的原料……

“我们把这些原材料运回公司，
进行再加工、再生产，可制成 120多
种市政建材产品，广泛应用于市政
道路、广场车站、机场码头以及楼院
小区的修建与美化。”刘霞说。

在兴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
到两条美国贝塞尔制砖生产线正在
运行，从再筛选、塑型、烧制到成品，
整个流程全部为智能化操作。“一条
生产线一分钟可以生产透水砖 150
块，两条生产线 1天工作 20小时可
以生产透水砖 35万块，一年可以生
产 1亿多块透水砖，可以消化利用
建筑垃圾 200万吨。”该公司生产经
理刘廷民介绍。

墙上的展板介绍显示，使用废
旧的建筑材料可以生产干垒挡土
墙、劈裂砖、人造石材、透水砖、植草
砖、水工砖、路面砖、墙体砖、彩瓦、
多孔砖、标准砖、空心砌块、空心板
……记者大开眼界。

“这些产品 70%以上成分是废
旧建筑材料，经过检测，密度达标，
表面光滑，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的成
分，配比生产出不同强度、不同形状
的砖块，具有环保、高强耐磨、保温
隔热、透水透气、防水防滑、色彩鲜
艳等多种优点。”刘廷民如数家珍。

采访临了，刘霞为记者算了笔
账。目前，企业拥有 6台德国克雷
曼移动破碎设备和 2台英国 MC移
动破碎设备，每小时可以处置建筑
垃圾约 800吨，按每天工作 20小时
计算，一天可以处理建筑垃圾1.6万
吨，一年 300 个工作日可以处理建
筑垃圾470万吨。

“公司即将再引进 2 台奥地利
阿特拉斯移动破碎设备，届时年处
理建筑垃圾可达1000万吨，完全可
以消化利用周口市中心城区棚户区
改造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在刘霞看
来，实现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空间巨
大，前景广阔。③6

“吞”进垃圾“吐”出宝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6月 5
日，省气象台预报，8日前，我省大
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无明显大范
围阴雨天气过程，有利于机收。

8日傍晚到 9日白天，全省多
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
阵雨。其中，我省西部、北部部分
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短时强
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
日夜里到11日，全省晴天间多云。

截至 6 月 4 日 17 时，我省已
收 获 小 麦 6155 万 亩 ，机 收 率

99%，夏 收 工 作 已 完 成 超 过 七
成。农业气象专家建议，焦作、鹤
壁、安阳、濮阳及三门峡等未收完
地区应趁晴好天气尽快收割。

此外，专家提醒，近期的局
地性降水过程，对小麦晾晒有不
利影响，各地应根据天气情况抓
紧晾晒，力争颗粒归仓。同时，
夏种工作在我省已全面展开，各
地要趁墒抓紧播种，将播期尽量
提前，以保障秋季作物积温需
求。③9

周末迎降雨 各地快抢收

6月5日，长垣县豫长种植合作社苗寨镇基地趁晴好天气抢收小麦，4000多亩优质小麦将在2天内收割完毕。⑨3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摄

郑州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 本报资料图片

一线见闻

秋季种大豆比玉米管理
更省劲、收益更高。听说
今年种大豆还有补贴，种
大豆比玉米划算！

永城市新桥乡新桥村农民
刘新全

6月4日，西华县黄泛区农场九分场正在抢收，10万余亩小麦成熟
后5日内可全部收割结束。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