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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0日，正阳县吕河乡商庄村河南航天科技示范园工人正在采摘硒甜
瓜。该示范园生产的富硒甜瓜，是河南省绿色食品认证产品。今年，130亩瓜
刚种植就被北京订单收购，深受市场青睐。⑨6 高万宝 摄

□本报记者 赵力文

5月 31日，郑州东郊，一片成熟的
麦田，正等待收获。这不是普通的粮
田，而是河南大学的小麦育种试验
田。这块 50多亩的田里，生长着七八
十种小麦新品种。

仅仅看外表，不同地块小麦的麦
秆、麦穗、麦芒都不同，剥开麦壳后看籽
粒，有平常见到的白粒，竟然还有少见
的紫粒、咖啡色粒、蓝色粒、草绿色粒、
黑色粒、棕色粒等多种颜色的麦粒。

行走在特色小麦田里，负责这片
试验田的河南大学育种专家刘海富
说:“彩色小麦属于特色小麦的一种类
型，我们现在育种不只是考虑颜色，更
想培育出具有特殊品质、营养的特色
小麦，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他举
例说，糯小麦，这种特色小麦不但口感
好，还特别适合糖尿病人食用，因为所
含的支链淀粉不容易被分解，食用后
血糖上升较慢。

“我们正从吃饱、吃好向吃健康的
方向发展。过去育种，更多考虑增产，现
在越来越多考虑营养。”对于特色小麦的

前景，刘海富充满信心，“我相信特色小
麦在几年内一定会逐步推广开来。”

那么，特色小麦是怎么培育出来
的？

刘海富指着田里的小麦说，利用与
小麦有原始亲缘关系的冰草、青稞、山
羊草、偃麦草系列草类资源和普通小麦
远缘杂交，通过多种育种技术和方法培
育出新型小麦品种。

特色小麦籽粒，具有较高的营养
和保健价值，含有丰富的淀粉、脂肪、
蛋白质、多种维生素、膳食纤维、大量
矿质元素和稀有微量元素，还富含普
通小麦中缺乏的花青素、黄酮、生物
碱、植物甾醇、强心苷等活性物质，集
营养、保健、食疗功能于一体，是一种
天然保健型粮食作物。

发展特色小麦，正日益引起重
视。为推动我省抗逆和特色小麦研究
创新发展，2018年 3月河南大学成立
了“抗逆与特色小麦工程中心”。刘海
富率领的科研团队创制了 6827 份特
色小麦种质资源材料，培育的正能 2
号、中鼎原紫 1号两种特色小麦品种
已通过审定。③6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李英华）
“在中试阶段，我们选育的制种杂交小
麦亩产从 300 公斤提高到 400 公斤，
可以说实现了较大突破。”5月 30日，
在位于邓州市湍河办事处的国家项目
杂交小麦产业化基地里，张风廷说。

张风廷是北京杂交小麦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副主任，该中心隶属于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农林科学院主持
着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小麦
杂种优势利用技术与强优势杂交种创
制”项目，全国有 30多个研究团队参
加了这一项目。

他介绍，位于邓州市的杂交小麦
产业化基地有育种试验田 430多亩，
今年经过收获测产，其中一个杂交小
麦组合在中试制种中表现优异，亩产
达到 400公斤，而此前的最高亩产为
300 公斤。在通常情况下，制种产量
提高 10%就让人十分欣喜，此次一举
提高30%以上，虽然是中试阶段，亦让
科研人员备受鼓舞。未来基地将对这
个杂交小麦组合进一步完善制种技
术，扩大试验种植面积。

“小麦属于自花授粉植物，如欲得
到杂交种，可以让母本的雄蕊发育异
常造成花粉败育，再让父本小麦的花
粉为母本小麦授粉。我们发现有一种
小麦，在北纬 30°到北纬 33°之间花
粉败育，非常适合用于杂交制种，这种
小麦就是光温敏不育小麦。”张风廷解
释，经过七八年在同纬度比较，研究人
员发现在南阳盆地杂交小麦制种产量
最高，因此 2017年在邓州设立了杂交
小麦产业化基地。

近年来，杂交小麦研究团队已经选
育了8个小麦品种，其中京麦179通过
国家审定。在河北、北京、山西等北部冬
麦区，其抗旱、抗寒、高产特征明显，在大
面积生产示范田中亩产达六七百公斤。

据了解，杂交小麦是 21世纪小麦
产量大幅提升的首选途径，它的大面
积应用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大
意义。北京杂交小麦研究团队历经20
多年的自主创新，全面系统地攻克了
杂交小麦育种难题和产业技术瓶颈，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利用不育系
实现杂交小麦商业化的国家。③9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石迅升）地热能清洁、稳定、可循环利
用，在经济民生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和作用。如何科学、高效开发利
用地热资源？在 5月 31日举行的洛
阳地热开发及应用高峰论坛上，国务
院原参事、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原
局长徐锭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汪集暘等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
共同推进洛阳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

此次论坛由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主
办，旨在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落实国家关于北方地区冬季清洁
供暖政策及《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
五”规划》，有效推进洛阳地热资源综

合开发利用、优化调整地区能源结构，
促进节能减排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洛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洛
阳是中央财政支持的北方地区冬季
清洁取暖试点城市，也是蓝天保卫战
汾渭平原重点区域管理城市。洛阳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地热资源开
发，在构建“565”现代产业体系进程
中，把地热清洁能源产业作为发展新
能源产业的重要抓手，纳入该市六大
新兴产业之一重点推进。

徐锭明、汪集暘等专家认为，洛
阳要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多规合一，
加大技术研发、推广力度，制定优惠
政策，科学实施一批地热开发项目，
积极推进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让古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③8

特色麦田里看育种
三夏进行时三夏进行时 亩产达到400公斤

杂交小麦南阳制种再获突破

洛阳地热开发及应用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5月 28日，河南
五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在光山县殷棚
乡开工。省政协副主席李英杰出席并
宣布工程开工，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李定成致辞。

该工程是国务院批复的《大别山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中的重点能源
项目，我省“十三五”能源、电力发展规
划重点项目，也是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的第一个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
目。该电站总投资65.62亿元，总工期

72个月。设计总装机容量 100万千
瓦，首台机组拟于2025年投产，2026
年全部投产运行。

该电站建成投产后，主要承担河
南电网的调峰、填谷、调频、调相及紧
急事故备用等任务，每年可节省系统
火电煤耗 11.68 万吨，有效促进节能
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治。工程还将大
大提升项目周边道路、电力通信线路
等基础设施水平，改善村民居住环
境，带动就业和消费，拉动当地经济
增长。③8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5 月 27
日，副省长武国定到兰考县调研脱贫
攻坚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武国定先后到恒大欧派门业、富
士康科技园和盛华春杂交构树干粉
饲料加工厂，详细了解兰考家具产业
园规划和构树产业发展情况。

武国定指出，兰考县在脱贫摘帽
上为全省全国做出了表率。下一步，
要在巩固脱贫成果上积累经验，大胆
探索、先行先试，认真回答好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四个不摘”问题。要
在推进产业发展上走在前列，抓好延
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

“三链并构”，加快生产、经营和产业
体系建设。要在做到“三个起来”上
闯出路子，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
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城镇和乡村贯
通起来，交出兰考答卷。要在实现乡
村善治上探索机制，坚持德治、法治
和自治相结合，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撑。③9

兰考要在巩固脱贫成果上积累新经验

河南五岳抽水蓄能电站开工建设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9 年 5 月 31 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通过）

1.任命：
李诺民同志为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阎兴振同志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2.批准任命
王宫武同志为周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3.免去：
姚福安同志的河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刘建国同志的河南省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赵红光同志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张湘衡同志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在幼儿园
和游乐场，经常会举办各种亲子活动，
但法庭上的亲子活动您一定鲜有听
说。“六一”儿童节前夕，省高院发布了
6起儿童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其中一
个案例讲述的是由法官组织的亲子活
动，让濒临破碎的家庭破镜重圆。

原告王某与被告吴某结婚20年，
生育了一对儿女，大的 15岁，小的 4
岁。去年，王某以双方分居、感情破裂

为由，提起离婚诉讼。吴某却辩称二人
未分居，孩子尚小，坚持不同意离婚。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王某
未提供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的证据，离婚
不利于子女成长，驳回了诉讼请求。

依法做出判决固然容易，为了让
这个家庭关系得到修复，法官可没少
费心思。承办法官赵雪莲精心组织双
方当事人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做亲子活
动，在活动中，让两个孩子给父母写心

里话，当王某和吴某看到孩子稚嫩的
小手写下句句心声时，都被孩子的纯
真所打动，当场泪流满面，抱住孩子哭
着说自己错了，一家人回去好好生活。

省高院少审庭相关负责人说，实
践中特别是审理离婚案件时，法官不
能就案办案，要更加注重对当事人情
感的修复，通过维护婚姻的稳定，为未
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温馨和
谐的家庭环境。③6

这个节日这个节日
每个孩子都是主角每个孩子都是主角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又到“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日，
郑州多所小学、幼儿园举办了丰富多
彩的儿童节活动。记者走访发现，少
数孩子唱主角的“表演式过节”逐渐成
为过去，儿童节成为一场全校、全园的
嘉年华。

“六一”儿童节来临前，郑州市纬
五路二小举办了学校文化周系列活
动，邀请孩子开展“头脑风暴”，确定实施
方案。手绘地图、地标LOGO、课程小路、
网 红 打 卡 区 、课 程 代 言 人 徽 标 ……
这 些来自学生的创意，在老师的支持
下一一变成现实，校园被装扮一新。

“‘六一’儿童节属于孩子，让他们决定
自己节日的‘打开方式’，才能真正在
他们心中留下温暖、快乐、自由的童年
回忆，达到育人的目的。”该校校长焦
憬说。

5月 29日，郑州市郑东新区实验幼
儿园科技嘉年华活动开幕，幼儿园为孩
子们打造了一个“科技梦幻王国”，全园
900多名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一同参与其
中。孩子们用废旧纸箱、轮胎和旧玩具
制作机器人、火箭等，有趣的科技创意作
品在他们手中诞生。此外，孩子们还可
以凭体验券体验各类趣味小实验，快乐
真正成为节日的主题。

“以前，表演、比赛是儿童节的‘规定
动作’，选上去表演的孩子排练很累，选
不上的孩子心情很低落。”一位家长告诉
记者。近年来，郑州多所学校、幼儿园开
始反思“文艺汇演”这一模式，不少学校、
幼儿园甚至将其取消，儿童节庆祝活动
少了套路多了童趣，每一个孩子都在成
为主角。③8

法庭上的亲子活动让家庭破镜重圆

5月 31日，永城市第一幼儿园的孩子们在为家长展示自己制作的手工作品。为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
童节，该市各幼儿园、小学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⑨6 孙海峰 摄

相关新闻

喜喜迎迎““六六一一

””

“电”亮乡村惠民生
——许昌供电公司农网改造民生实事建设侧记

5月 20日，位于许昌市建安区榆
林乡岗刘村的康得利食品厂“电代煤”
新生产线投入使用。“电网建设速度一
年比一年快，供电可靠性一年比一年
好，如今啊，这生产生活上的用电真是
样样舒心。”这是食品厂经理万中民对
坚强电网和可靠供电的评价，也是他
壮大企业的信心。而这一切，都来源
于许昌供电公司农网改造民生实事工
程的建设。

根据许昌市政府民生实事工作部
署，许昌供电公司今年共安排对 202
个行政村农网进行建设与改造，新建
台区 820 个，新建改造 10 千伏线路
263.8 千 米 ，新 建 改 造 400 伏 线 路
766.5 千米，容量 188 兆伏安，全面实

现农村电网技术升级，全力消除安全
隐患，为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群众
生活质量发挥支撑作用。

落实责任 有序开展

“农网改造民生实事工程，不仅关
系着农村电网质量和供电能力的提
升，更关系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样惠
民利民的好事、实事，必须担当使命、
履职尽责。”对于负责农网改造民生实
事建设任务的许昌供电公司配网办公
室主任秦艳萍来说，工程建设不仅任
务艰巨，而且责任重大。

面对工程建设时间紧、任务重、项
目琐碎、地域分散的现状，为了保证工
程顺利建设，许昌供电公司编制了农

网改造民生实事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成立以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为组长，相
关专业部室主任为成员的十个工作小
组，明确职责和任务，相互配合、共同
协作推进工程建设；建立定期协商机
制，每周在公司周一例会上通报公司
工程进度情况，并按时召开每周碰头
会，协调解决影响工程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确保工程建设有序推进；组建三
个工程项目部，组织 400余人的施工
队伍，明确施工计划和时间节点，全面
满足施工需要。

物资供应既是确保工程进度的关
键点，也是工作难点。许昌供电公司
加强信息沟通，在物资供应、调配等方
面构建协调机制，时刻保持渠道畅通，

实时掌握工程进展情况，及时沟通物
资需求，确保工程物资供应。

政企携手 合力推进

建安区蒋李集乡寇庄村是十里八
村小有名气的玻璃加工厂。在农网改
造建设过程中，10千伏蒋6鸿雁线改造
工程恰好经过该村，因线路走径问题致
使工程受阻。为做好工程协调工作，许
昌供电公司抽调骨干力量，由镇政府协
同一起充分宣传解释，挨家挨户做思想
工作，最终确保了工程如期完工。

面对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许昌供电公司促成政府成立了由
市长为组长的农网改造民生实事领导
小组，建立了工程协调会商制度，政企

携手、分工协作，及时解决工程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并将项目纳入政府督查
内容，将项目进度列入各级政府、相关
部门绩效考核范围。建安区政府多次
召开工程建设推进会，及时解决工程
建设中存在的难题，简化项目审批程
序，确保了工程顺利实施。

群众得实惠 幸福添动力

“以后用电想开啥电器就开啥电
器，再也不担心跳闸用不成电了。”这
是建安区小召乡韩集村村民韩根荣看
到村里新架设的变压器完工后对用电
的畅想。

随着工程的有序推进，目前，许昌
供电公司共完成 105个行政村 446个

台区的建设任务，共新建改造 10千伏
线路 137.37 千米，新建改造配变 446
台，容量 101兆伏安，新建改造低压线
路466.195千米，进一步提升了农村电
网质量和供电能力。

受益的还有长葛市和尚桥镇刘庄
村里的养猪专业户宋海川，他养猪每
个月平均需要 800 多度电，曾经因为
电力跟不上，只能错峰用电，深夜打饲
料，而今年他终于可以准备扩大养殖
规模了。宋海川说：“以前换气那个抽
风机总是拉不起来，经常停电，种猪很
容易生病。今年好了，电力完全能供应
上，种猪圈换气效果也好了，产仔率提
高了一倍，随时都可以打饲料，准备下
半年再增加个百十头猪。” （焦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