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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第七届库

布其国际沙漠论坛 7月 27日在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办，国家主席习近
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家
园。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
的伟大事业。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努力，

加强防沙治沙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环境
治理，全面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还自然以和谐美丽，为人民谋幸福
安康。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荒漠化防治取得显著成效。库
布其沙漠治理为国际社会治理环境生

态、落实 2030年议程提供了中国经验。
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与落
实2030年议程深度对接。面向未来，中
国愿同各方一道，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
共筑生态文明之基，携手推进全球环境
治理保护，为建设美丽清洁的世界作出
积极贡献。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烜）7月 22日，在位于
长葛市大周产业集聚区的河南晟丰科
技有限公司，全长120米的不锈钢六连
冷轧生产线，从开卷、轧制到成型，全都
由电脑智能控制。这是全省智能化程
度最高的不锈钢冷轧生产线，也是许昌
市中德合作的第一个落地项目。

“这条生产线于2017年 7月投产，
融合了德国西门子智能化轧钢系统和
西马克技术，加工0.3毫米厚的不锈钢
卷材能实现一次成型，更加节能环
保。”晟丰科技董事长庞国伟介绍，以
前生产线需要 100多人流水作业，现
在5个人就能轻松操控。

截至目前，许昌市签约对德合作
项目74个，24个对德合作优质项目成
功落地，使许昌发展更具活力、更有

“国际范儿”。
德国与许昌，相隔万里，却在相互

合作中日益增强了“吸引力”。德国百
菲萨、舒尔茨、克莱斯等 50多家企业
和机构先后来到许昌，许昌市经贸代
表团 10次赴德交流，120多家许昌企
业赴德考察、洽谈合作。

从全省首个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区

获批到施坦贝斯（许昌）产学研公共服
务中心设立，“许昌智造”与“德国质
量”同频共振，形成了推动许昌市企业
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

突破瓶颈，艾浦生再生新材料有
限公司引进德国循环产业技术，建起
了我国首条废旧易拉罐再生利用生产
线；开拓市场，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全球首创镁合金轮毂技术，产品直
供奔驰等知名车企……

“今年我们要围绕‘落地 20 个项
目、签约 20个项目、达成 20个合作意
向’的目标，在平台搭建、产业引导、项
目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打造全省中
德合作的‘桥头堡’。”许昌市委书记胡
五岳说。③8

7月23日，中国花卉协会通报国花
推选民调结果：79.71%的网民青睐牡
丹。“花中之王”的“国民度”之高，百花
莫能与之匹敌。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百花之王”披荣光

隋朝时，牡丹第一次被人工栽培
并且进入皇家园林。唐朝，牡丹文化
兴盛于洛阳，成为国运昌隆的标志。

人们折服于它的倾城绝色，留下了
无数佳辞妙章。“云想衣裳花想容”是它
的明艳，“千金一朵买姚黄”是它的富
贵，“独立人间第一香”是它的醉人。

然而，世人爱牡丹，不单爱它的绰
约风姿，更爱它不屈于磨难的傲骨。有
这样一个传说流传至今：武则天曾下令
百花一夜之间同时开放，唯独牡丹拒绝
冬天绽放而被贬洛阳，却在洛阳生根发
芽、越长越旺。武则天勃然大怒，下令
火烧牡丹。牡丹虽枝干已焦黑，但盛开
的花朵却更加夺目。因此，牡丹又名

“焦骨牡丹”。牡丹仙子也以其凛然正
气，被众花仙拥戴为“百花之王”。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如今，这朵花穿越历史长河，走出
庭院宫墙，绽放世界舞台。

2016年春季，1.2万盆洛阳牡丹亮
相北京故宫博物院。牡丹鲜花与故宫
文物交相辉映，重现了紫禁城昔日牡
丹花开的盛况。9天展期，吸引国内外
游客近60万人次争睹牡丹芳容。

2018年4月，外交部河南全球推介
活动中，牡丹鲜花墙成为最佳留影地。
活动现场展示推介了洛阳牡丹画、牡丹
剪纸等，向世界展示了洛阳牡丹的风采。

今年 5月 1日，在北京世园会牡丹
芍药国际竞赛中，洛阳牡丹共获奖221
个，其中金奖22个、银奖46个，获奖总
数在所有参赛团体中名列第一。

开在寻常百姓家

牡丹，曾经“花开花落二十日”，如
今“四季绽放遂人愿”；曾经“名花也自
难培植”，如今“飞入寻常百姓家”。这
背后，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国家牡丹园副主任刘改秀说，牡
丹基因组测序研究有5项“世界领先”：
摸清了牡丹“家底”、搞清了牡丹“亲缘
关系”、为牡丹办理了“身份证”、明晰
了分子育种“路径”、绘出牡丹高密度
遗传连锁图。目前，洛阳市已经形成
了完整的科研体系，培育出 9大色系、

10种花型、1350多个牡丹品种。
7月 23日，酷暑难耐，洛阳四季牡

丹园里却凉爽宜人，牡丹娇艳欲滴。
在这里，游客一年四季都能欣赏到牡
丹的芳姿。

据工作人员介绍，园内安装了先
进的温控设备，室温常年保持在 15℃
左右、湿度在 75%左右，为牡丹生长提
供了适宜的环境。通过温控，牡丹花
可以长久保鲜，而周年催花技术则能
够使牡丹的绽放时间精准到“天”。

古时，人们种植牡丹，多出于爱
好。如今，凭借先进的技术，牡丹已实
现规模化种植，花香浸染千家万户。

《诗经》有云：伊其相谑，赠之以芍
药。经考证，此处的“芍药”就是牡丹。
洛阳挖掘传统文化中牡丹的内涵，大力
发展鲜切花，让牡丹像玫瑰、百合等传
统切花一样，“飞”上你我的案头。

据介绍，洛阳牡丹芍药鲜切花不
但销往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还走出
国门，香飘海外，年出口 350 万枝，今
年有望突破800万枝。

预处理间、风淋间、无菌室……在
洛阳祥和牡丹科技有限公司，先进的生
产设备和现代化的生产线让记者赞叹。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可）记者 7月 20
日获悉，在最新公布的《2018年河南省县域经济
发展质量评价报告》中，荥阳市居全省经济发展
质量总体评价第二位。值得关注的是，在发展规
模水平、发展结构、发展效益、发展潜力活力、民生
幸福指数等5项指标中，荥阳多项指标位于前列。

近年来，荥阳市发挥新优势，把握新机遇，
不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着力推动城乡统筹发
展，走出了一条以党建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
质量的新路子。

党建引领发展，成效体现在发展的成果上。
今年1至5月份，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6亿
元，增长 5.3%；其中，税收收入 15 亿元，占比
69.4%。荥阳在全国、省市位次不断攀升，荣获中
国最美宜居宜业宜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
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跻身多个榜单：2018年度全
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第56位、全国投资潜
力百强县第28位、全国工业百强县第41位、全国
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第73位、全国绿色发展百
强县第83位、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第68位……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孙丽涛 高德
权）洛阳市涧西区武汉路社区老旧小区多、老年
人多，有多支广场舞团队常因活动场地问题发
生争执。社区、社工及时介入，积极协商，以“排
班制”合理安排活动时间，并引导他们参加“社
区睦邻学堂”“我家菜园”“百姓茶馆”等精彩活
动，较好地化解了矛盾冲突，促进了社区和谐。

“问题能得到顺利解决，‘三社联动’机制
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利
器。”7月25日，武汉路社区负责人说。

涧西区是老工业区，辖区内老年人多、流动
人口多。随着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
逐步剥离社会职能，基层社会治理任务日益繁
重。以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
契机，该区按照“政府引导支持、突出便民核心、
社会多元参与”的思路，探索建立了社区、社工、
社会组织“三社联动”工作机制，提升社会治理
水平，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下转第二版）

实践者说

荥阳坚持把高质量党建作为第一推手，紧紧

围绕‘四重点一稳定一保证’工作总格局，争当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领跑者，以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以实际行动积极融入郑州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荥阳市委书记宋书杰

河南省新闻道德委员会

邮箱 490731549@qq.com

投诉电话 0371-69129715

基层治理

第七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举办

一朵牡丹的变迁
日前，中国花卉协会

就推选国花向社会征集意

见，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

难道牡丹还不是国花？

的确，很难有一种花

能替代牡丹在人们心中的

位置：它起源于中国，分布

广泛，品种繁多；它文脉悠

长，数千年前便化作爱情

的信物飘进《诗经》；它随

处可见，硬币上、画作中、

公园里，到处有它的身影，

“花开富贵”的牌匾悬挂于

万千家庭。

□本报记者 曾鸣 陈慧

▲7月26日，夜幕降临，热浪散去，众多足球爱好者在郑州市区一处绿茵
场上展开较量，感受足球运动的速度与激情。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7月 27日晚，在 2019中超联赛第 20轮的一场焦点之战中，经过 90
分钟激战，主场作战的河南建业最终以 1∶0力克北京国安，为自己的 25岁
生日送上一份大礼。⑨6 文/李悦 图/邓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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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者说

我们将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洛阳市委

提出的“党建引领、三治并进、服务进村（社区）”要

求，继续完善提升“三社联动”工作机制，创新社

区治理模式，全力推进文明涧西、诚信涧西建设。

——涧西区委书记温清

“许昌智造”与“德国质量”同频共振

许昌演绎全球生产乐章

·

截至目前，许
昌市签约对
德合作项目
74 个，24 个
对德合作优
质项目成功
落地

74
个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 通讯员 郭
治鹏）怎样解决水滴在水稻、小麦、葱类
等超疏水植物叶片沉积难题，以提升农
药等化学药品使用效率，并更好地保护
环境？7月26日，记者从河南农业大学
获悉，该校宋美荣教授团队的最新研究
在这一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宋美荣教授团队日前在美国化学
会期刊ACS Nano发表了题为《增强
水滴在条纹和弯曲结构超疏水植物叶
片的沉积》的文章。这一研究成果对提
升农药等化学药品使用效率，大幅减少
农药使用量、保护环境将起到重要作用。

一滴水，以不同的速度喷射而出，撞
击在固体表面，变形后肆意溅射，水花飞
扬……如果用电影慢镜头记录下这一
系列动作，一定美得摄人心魄。不过，

在科学家眼里，一滴水不只有这样的美
感。在宋美荣的眼里，一滴水的溅射就
是一张张包含着特殊运动轨迹、力学作
用的三维空间图。控制一滴水的运动，
让它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延长或缩短
与固体表面的撞击接触时间——这就
是宋美荣教授团队的主要研究内容。

自然界有很多超疏水叶片，由于
其极低的表面能，使得水滴撞上去后
极易反弹和溅射。这一特性，使得农
用化学药品在喷洒过程中有超过50%
的浪费和损失。由于滞留困难，需要
多次重复喷洒，造成过度使用，对食品
安全有较大影响。同时，没有滞留在
叶片表面的农药会进入土壤、湖泊，造
成二次生态污染。因此，研究水滴在
超疏水植物表面上的沉积问题对提高

农用化学品的利用率，减少浪费和环
境污染等具有重要意义。

宋美荣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不仅
成功解决了水滴在水稻、小麦、花菜、
葱类等超疏水植物表面上的沉积问
题，而且在沉积机理上有了新的突破，
首次将各向异性撞击动力学和沉积机
理联系起来，快速合理地选择了助剂，
这一理念和思想将来有可能影响整个
沉积领域方面的应用。

此前，宋美荣教授团队还发表了多
篇重要文章，对液滴撞击固体表面的
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对有关问题进
行了详细阐释，从中发现了一种全新
的撞击动力学模型——雄鹰展翅式，
并找到了有效控制水滴溅射的方法，
从小水滴里做出了大学问，宋美荣也
被身边的师生亲切地称为“控制水滴
飞行的科研女神”。③8

提高农药使用效率 大幅减少环境污染

“科研女神”控制水滴飞行解难题
自然界有很多超疏水叶

片，由于其极低的表面能，

水滴撞上去后极易反弹和溅

射，使得农用化学药品在喷

洒过程中有超过 50%的浪

费和损失。同时，农药进入

土壤、湖泊，造成二次生态

污染。因此，研究水滴在超

疏水植物表面上的沉积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