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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6月 12日，全国农区蝗虫可持续治
理工作会在郑州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我省对蝗区开展了大规
模改造和综合治理，全省黄河滩区飞蝗孳生地面积由原来的
285万亩减少到80多万亩，基本实现了对蝗虫的可持续控制。

蝗灾、水灾、旱灾是影响我国农牧业生产的三大自然灾害。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河南是我国农作物病虫害发生种类最多、
面积最大、暴发频率最高的省份之一。

多年来，我省对蝗区开展了大规模改造和综合治理，特别是
根据黄河滩蝗区的生态条件和蝗虫发生特点，在抓好应急防控
的同时，利用黄河小浪底水库建成蓄水、主河道固定等契机，组
织引导滩区群众对现有飞蝗适生地进行了大规模生态改造，全
面推广利用绿色防控技术。目前我省黄河滩区飞蝗孳生地面积
由原来的 285万亩减少到 80余万亩，缩减了 70%，连续多年蝗
情稳定在偏轻发生状态，基本实现了对蝗虫可持续控制。

“治理蝗虫是一项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工作，不是简单喷
洒农药。”全国农技中心副主任王戈建议，各地要抓住当前蝗虫发
生密度较低的有利时机，大力推广微孢子虫、绿僵菌等生物防治
技术，推进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6月 12日从省卫计委妇幼健康服
务处获悉，为加强产前诊断技术管理、方便群众接受产前诊断技
术服务，国家卫健委妇幼健康服务司近日汇总公布了经批准开
展产前诊断技术的医疗机构名单，我省3家医院上榜。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全国共有 340家医疗机构经批准
可开展产前诊断技术服务，我省入选的是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这3家医院也获得了遗传咨询、医学影像生化免疫、细胞遗
传分子遗传项目的许可。

自2016年国家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以来，高龄孕产妇数量
明显增加，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相应增加。对于出生缺陷疾病
的预防和控制，目前国际上普遍采取针对孕前、孕期、新生儿三
个阶段的“三级预防”模式，其中在孕期进行的产前筛查、产前诊
断被业内认为是预防出生缺陷最有效、最关键的一环。通过产
前诊断可以检测出胎儿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染色体异常、
基因异常、脊柱裂、腭裂等多种先天性缺陷和遗传性疾病。

专家建议以下“高危”人群应重视产前诊断：孕妇年龄在35
岁以上；曾流产；先前生过早产儿或存在心脏、遗传问题的婴儿；
有高血压、红斑性狼疮、糖尿病、哮喘或癫痫等疾病；孕妇或丈夫
一方有遗传病家族史或族群背景；怀有双胞胎或多胞胎。③9

朱锡昂，1887年 4月出生于广西玉林市博白县一个教师家
庭，1907年考入广东高等工业学堂。其间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思想的熏陶和激励，朱锡昂积极参加反清救国运动，秘密加入同
盟会，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

1912年，朱锡昂从工业学堂毕业回到广西，先后出任玉林
五属教育团副团长、玉林五属中学校长等。他极力推进新学，培
养新一代，建树颇多，为当地人士所敬仰。1915年 12月，他参
加讨袁护国运动，出任广东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秘书。

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朱锡昂在
思想上有了新的觉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朱锡昂对马列主义
有了进一步了解，返回故里任广西省立第九中学校长，并悉心研
读革命理论，探索中国出路。1923年，朱锡昂重新回到玉林五
属中学担任校长。

由于办学成绩卓著，1924年朱锡昂被选派到日本、菲律宾
考察教育。东渡日本后，他与留日的中国共产党员接触频繁，深
入研究马克思主义。1925年初，朱锡昂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回国后，他利用在教育界的有利地位，奔走于上海、广州、武
汉、香港等地，积极为党工作。后根据党的指示返回玉林，从事
地下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培育革命力
量，曾任中共广西特委书记和中共广西临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是
玉林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1926年春，朱锡昂建立了中共玉林地方组织的第一个支部
——中共玉林县支部，任支部书记。此后一段时间内，朱锡昂辗
转上海、武汉、广州、香港和南洋各地从事党的活动，于 1927年
冬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朱锡昂回到广西负责恢复和发展
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广西的革命运动。

1929年 6月初，朱锡昂等人在玉林县新桥榕木根村筹划端
午武装暴动，不料被国民党军警派兵包围。危急时刻，朱锡昂妥
善处理好文件，然后同武装人员突围出村。由于高度近视，眼镜
脱落导致行动不便，在掩护同志撤离后他却不幸被捕。面对敌
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朱锡昂威武不屈，大义凛然，始终坚持
不暴露一丝一毫党的秘密。

国民党当局于 1929年 6月 8日晚在玉林城外北角楼城脚
公路旁的小榕树下将朱锡昂秘密枪杀，此为震惊玉林的“榕木根
事件”，朱锡昂时年42岁。

（据新华社南宁6月12日电）

我省黄河滩区治蝗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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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产前诊断医疗机构名单公布

我省3家医院入选

朱锡昂：八桂先驱 芳流千古

□本报记者 郭海方

5月底6月初这几天，漯河市工商局执
法人员赵松涛正在加紧汇总前一段他所率
领的联合抽查组的抽查结果。小组成员包
括他在内一共14人，来自全市工商、质监等
14个部门，负责40家企业的抽查工作。值
得一提的是，这14名执法人员和对应的14
家企业，都是从数据库中随机抽取、随机匹
配的。哪个企业被抽中，哪些人员去检查
谁，均由电脑说了算。

去年以来，漯河市在全省率先探索实施
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以阳光监
管破解任性执法，备受各界关注。

“之前市里和区里的检查较多，时间各
不相同，往往打乱我们的生产计划。”河南永
光电力科技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郭晓改说，
现在集中统一进行，人为因素少，让他们吃
了“定心丸”。

漯河市工商局副局长王殿峰介绍，之前
的市场监管是划片管理，多头检查，有不少
弊端。去年起，漯河市在全省试点“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即对企业执法检查随机抽取
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联合检查，向
社会公开检查结果。全市各级政府部门的
行政执法事项，除有特殊要求外，均采取“双
随机一公开”方式进行监管。由于“查谁”和

“谁查”均由电脑选择，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各项流程和结果公开透明，企业十分欢迎。

市场主体“宽进”之后，如何加强事中、
事后“严管”，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现实课
题。

2017年 5月，漯河市拉开了跨部门“双
随机”抽查的序幕。当年，漯河市共开展跨
部门联合抽检5次，市县两级29个执法部门
参与，随机抽检事项150个，抽中检查对象
3287户次，发现问题405个。

把监管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推动公平
高效监管，是新监管模式的主旨。为此，漯
河市在全省率先出台一系列政府文件，率
先开发“双随机一公开”综合监管平台，建
立了包括市直 34个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
库和检查对象库。

“新的监管方式破解了‘谁想查谁就查，
想查谁就查谁，想怎么查就怎么查’等随意
执法、任性执法问题，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
易成本。”漯河市工商局局长宋耀生说。

新的监管模式下，发现问题怎么处理，
与过去有何不同？根据实施方案，各检查组
对发现的问题以规范指导服务为主，不轻易
实施处罚。抽查结果及相关案件的查处结
果都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
公示，对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涉案企业等市场主体，在融资授信、政
府采购、工程招标等方面依法联合惩戒，使
企业“一处违法，处处受限”。③8

□本报记者 方化祎 刘红涛

6 月 8日，省农机局传来信息，我省
机收会战基本结束，12天收获小麦 8192
万亩，约占种植面积的 99%。今年“三
夏”生产中，包括合作社在内的农机服务
组织，成了广阔田野中闪亮的“主角”。

今年我省小麦机收自 5 月 28 日启
动，到 6月 8日大面积、大规模机收作业
基本结束，仅用 12天时间，是历年来麦
收期最短的一年。其中 6月 2日至 4日，
日收获面积超1000万亩，创历史纪录。

“三夏”期间，记者来到全国主要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之一的长垣
县。在长垣县仁慈农机合作社的苗寨镇
黄河滩区基地，4000 多亩麦田一望无
际，4台联合收割机在金色麦浪中来回穿
梭，现场犹如一幅多彩油画。

“我们是‘机农合一’的合作社，既搞
农机作业，还承包土地。”理事长祝山记
说，合作社投资 1000多万购买先进农机

150 多台套，涵盖耕、种、管、收、秸秆处
理、烘干、初加工等环节，其中大型联合
收割机14台。

“4000亩小麦只需 5个半人。”该合
作社理事孙士瑞笑着解释，4台收割机、1
台运输车共5个人同时作业，另外1个人
负责维修、吃饭等后勤保障，只用一半精
力负责麦收。“麦田里温度虽然高，但收
割机里全装有空调，二十五六度的温度
让机手哼着小曲轻松作业。”

“三夏”大忙变不忙，只见机器难见
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机械化。”长垣
县农机管理总站站长董印江说，作为全
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全县从事农机作业的服务组织 115 家。

“包括合作社在内的农机服务组织，通过
订单作业、合作作业等形式，不断提高农
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今年小麦机收面积
突破81万亩，机收率在99.8%以上。”

尤为可喜的是，近年来我省丘陵山区
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麦收
期间，记者来到嵩山东麓的新密市来集镇
裴沟村，只见一块块不规则的麦田正在收
割，大的不足百亩、小的三五亩。履带式

收割机在麦田四周收割，轮式收割机在
地块中央收割，前收小麦后播玉米。“履
带式收割机移动方便、适宜小地块作业，
通过履带式收割机、轮式收割机有效配
合，今年作业面积超过 3000亩。”新密市
海松农机合作理事长王海松说。

新密市也是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示范县，该市农机局副局长于
明安介绍，随着农机装备水平不断提高，
通过轮式收割机、履带式收割机、免耕播
种机等农机科学组合、高效衔接，今年全
市 39万亩小麦 7天完成收种，机收率达
98.6%，机播率达99%。

作为农业大省，我省小麦常年种植
面积 8200 多万亩。今年我省组织 410
万台套农机投入“三夏”生产，其中联合
收割机 18万台、各类播种机械近 100万
台。全省农机合作社 6000多家，合作社
组织参与的农机作业量占到全省的80%
以上。未来随着农业不断发展，“机器换
人”将成为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怎
么种好地”的必然选择，各类农机服务组
织将成为河南迈向现代农业强省的有力
支撑。③9

麦收大忙变不忙 只见机器难见人

今年“三夏”合作社“挑大梁”

三夏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白秋
津）如何远近结合降低 PM2.5 浓度，深化
涉车涉油污染？如何实现科学治污、精准
治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6月 12日，平
顶山市生态环境治理院士专家研讨会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大气污染控制首席
专家郝吉明等专家学者，对平顶山市生态
环境治理工作“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近年来，平顶
山市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聘请相关专
家，成立大气污染防治专家组，并邀请中国
工程院院士、环保工程领域相关专家等，就
全市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定期开展交流研
讨活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说：“实现对污
染源的数字化管控至关重要，我们要利用
大数据，实现对排放数据、气象数据、大气
成分的动态监测、实时分析。而针对平顶
山目前出现的环境状况，就是要稳住臭氧，
快速持续地降PM2.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研究员魏复盛认为，水环境、大气环境、
土壤环境等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土壤
治理，也是对大气、水的综合治理，因此要
采用综合的方法，对生态系统进行整体
改善。

“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十三五’减
排的重点，但其排放源小而散，涉及众多行
业。因此，除了传统的监测手段外，要改变

‘点—线—面’的监测布局，建立多平台大气
环境污染的立体监测系统。”中国工程院院
士刘文清就如何精准治污提出了建议。③5

把院士请来 给环境“把脉”

□本报记者 张建新

大气污染防治、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人
民福祉和民族未来。6月 12日下午，记者
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大气污染控制
首席专家郝吉明，请他畅谈近年来大气污
染防治的成效、经验及面临的挑战等。

郝吉明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近年来全国空气质量
明显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效果“杠杠的”。
以空气污染“重灾区”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为例，PM10浓度均明显下降，重污
染天数显著减少，其中京津冀从每年 75
天减少到 28天，长三角从 21天减少到 3
天。

郝吉明告诉记者，在大气污染科学防
治中，我们取得了许多有效共识：第一，进
一步探明了秋冬季大气污染的来源，即燃
煤、工业生产、机动车，其中燃煤是首要来
源，对 PM2.5的贡献率达 30%~50%。第

二，对重污染的成因有了一个共识，即排
放强度大、气象条件不利。颗粒物的污染
和气象不利条件相互作用，气象条件不好
会导致污染物的浓度升高，污染严重又使
气象条件进一步加剧。第三，污染物的成
分也在发生明显改变，从烧煤排放二氧化
硫比较多，到现在硝酸盐成为重要污染
物。

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郝吉明认为，
必须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去年两会后，李
克强总理提出，要加快推动大气重污染攻
关研究，在环保部的组织下，由高校、科学
院和有关部门组成了联合攻关小组，并与
1500名优秀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团队，建
立了一市一策的跟踪研究计划，通过科技
攻关，专项研究成果建立了有效的衔接，
增加了大气污染防治的科技含量。

郝吉明说，虽然近年来大气污染成效
显著，但目前我们仍面临着严峻挑战，
PM2.5的治理任务依然任重道远，空气质

量管理进入了 PM2.5和臭氧协同防控的
深水区。另外，能源产业和交通结构调整
对大气污染的减排潜力有待释放。可以
说，我们的治理仅仅走出第一步，治理的
对象越来越难，科技支撑力度亟待加大。

对于如何应对挑战，郝吉明认为，要
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持续巩固和深化
大气污染的成果，坚持目标导向不动摇，
全面布局，科技引领，精准防控，跟踪服
务，严格监管。在治理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老区”的基础上，强化川豫平原等

“新三区”的大气污染防治。同时，努力优
化能源产业和交通结构，实行全国煤炭总
量控制，推动煤炭高效、清洁、集中利用。
创新运输组织，优化铁路水路相结合的体
系，进行柴油车操作的专项整治行动。针
对石油、化工、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实
施VOCs的减排行动。此外，加大科技支
撑能力建设的力度，包括加强顶层设计，
推动国家的综合整治工程。③5

科技创新引领环境质量改善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大气污染控制首席专家郝吉明

漯河实施监管“双随机一公开”

“查谁”和“谁查”
电脑说了算

6月 8日，安阳县韩陵镇西大佛村村民在刚收完小麦的地里
播种玉米。⑨3 王建安 摄

三夏新观察

平顶山新城区美景如画②29 左玉昆 摄

本报讯（记者 宋敏）6月 12日，作为河南省省级现代服务
业专业园区的中原物流小镇项目建设在郑州启动，标志着亚洲
最大的超级分拨中心项目正式落地郑州。该项目建成后将立足
河南、辐射全国，助推我省现代国际物流中心网络建设提速。

中原物流小镇项目是我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将依托我省
规模巨大的物流市场，建设集约共享的集配分拨中心、货不落地
的省际省内互通平台、仓配一体化的共同仓配中心、面向商品贸
易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以及物流数据中心。今后，来自全国
乃至全球的货物都可以在郑州超级分拨中心集中落货，并通过
传化网快速转运到河南各地；同时，河南的各类货物也可以通过
这里通达全国，实现高效运转和无缝对接。

该项目计划于2019年年底前投入使用，建成后预计将降低
区域物流成本20%，直接服务2000家物流企业，间接服务相关
供应链企业20000家以上。未来，中原物流小镇将以物流枢纽
带动产业集聚，打造布局河南 18个地市的特色物流项目，快速
编织起中部地区高效、智能的区域物流网络。③9

亚洲最大分拨中心落户郑州
建成后预计区域物流成本将降20%

实现对污染源的数字化管控至
关重要，我们要利用大数据，实
现对排放数据、气象数据、大气
成分的动态监测、实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