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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河南濮阳市区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788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
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保险、个人年金保
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
体意外伤害、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
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以及经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机构编码：000020410901
成立日期：2012年 9月 12日
机构住所：濮阳市中原路376号 9楼
负责人：陈红强 联系电话：15138533836
邮政编码：457000
发证日期：2019年 11月 21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河南濮阳油田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790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
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保险、个人年金保
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
体意外伤害、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
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以及经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机构编码：000020410902
成立日期：2009年 9月 25日
机构住所：濮阳市黄河路384号 4楼
负责人：尚崇 联系电话：18539366159
邮政编码：457000
发证日期：2019年 11月 21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河南濮阳华龙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6321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
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保险、个人年金保
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
体意外伤害、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
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以及经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机构编码：000020410902800
成立日期：2010年 7月 14日
机构住所：濮阳市中原路美景嘉园 26号楼 04
号商铺
负责人：赵宏涛 联系电话：18653770113
邮政编码：457000
发证日期：2019年 11月 8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安阳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789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
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保险、个人年金保

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
体意外伤害、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
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以及经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机构编码：000020410500
成立日期：2002年 3月 27日
机构住所：安阳市文峰区文昌大道与中华路交叉
口西南角安阳世贸中心B座写字楼1单元24层
01-13号、23层06-07号、1层102号
负责人：刘义 联系电话：18639374177
邮政编码：455000
发证日期：2019年 11月 21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河南新乡原阳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810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
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保险、个人年金保
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
体意外伤害、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
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以及经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机构编码：000020410725
成立日期：2011年 8月 29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翰林路与惠民
路交叉口阳光新天地临街铺面110、111、112、
113号
负责人：刘宝梅 联系电话：13837325817

邮政编码：7290758
发证日期：2019年 12月 3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商丘柘城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824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
保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保险、个人年金
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
团体意外伤害、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
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以及经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
业务。
机构编码：000020411424
成立日期：2011年 8月 29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学苑路长江医
院对面1-3层
负责人：刘会娟 联系电话：15090625916
邮政编码：476200
发证日期：2019年 12月 9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河南郑州新密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54192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
险、个人两全保险、个人终身保险、个人年金保
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
体意外伤害、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
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以及经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机构编码：000020410183
成立日期：2009年 2月 20日
机构地址：河南省郑州新密市溱水路与平安路
交会处东北角的金融大厦 6层 601、609-612
号，7层706号
负责人：陶鹏辉 联系电话:13733861820
邮政编码：452370
发证日期：2019年 12月 16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河南郑州米河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54202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
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
证；接受客户咨询、投诉；经公司授权，从事部
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机构编码：000020410106002
成立日期：2007年 12月 4日
机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巩义米河镇行政路
北、益民街西6号楼1-2层 126号 2层
负责人：陈浩 联系电话:13592613715
邮政编码：451263
发证日期：2019年 12月 19日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
监管局核准，以下机构取得经营保险业务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分公司营业机构变更地址公告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河南济源克井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147031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咨询、投诉；经公司授权、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机构编码：000020410881004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9001MA3X9BBW3T

成立日期：2009年 9月 25日

机构地址：济源市克井镇济阳路

已办理注销，特此声明。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分公司营业机构注销声明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召开研讨会 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近日，为实现物业企业、小区业
委会在党建引领下协调融合发展，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宋城街道
召开“不忘初心 迈向新征程”红色
物业研讨会。会上，宋城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马国华作了总结，一是要
坚持以“党建引领共建融合”为统

揽，着力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红
色管家”工作队。二是各社区党支
部要高度重视，逐步推进党建引领
物业服务高质量发展，以切实解决
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为着力点，
有效破解物业管理难题，推动居民
品质生活大提升。 （尚明坤）

“三下三上”近距离与信访群众沟通
开封鼓楼区委、区政府不断探索，与群众

面对面沟通，把大量信访问题化解在基层。
领导干部常下访，机关干部上一线。县级领
导分包办事处和社区，定期开展走访下访活
动，和信访群众交流沟通，真切关怀帮扶。部
门联合常下村，上门合力解民难。采取联合

接访，组织民政、城建等单位的负责同志，进
社区现场办公，向群众解疑释惑。带案回访
常下户，重点上家搞帮扶。信访部门和责任
单位发动退休老干部、法律工作者及信访人
亲戚朋友，想方设法解开思想“疙瘩”，帮助解
决群众实际问题。 （高成霞）

以党建为引领 积极开展网上宣传活动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西街道坚持以

党建为引领，不断创新信访工作模式，积极开
展网上信访、手机信访宣传活动，效果良好。
网上信访、手机信访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创
新举措，是由信访部门构建的在互联网上信访
平台，具有公开透明、快捷高效、成本低廉、方

便简单等特点。近期，街道信访办工作人员到
康乐社区开展的网上信访宣传活动，现场向群
众发放宣传资料，并耐心为群众讲解网上信
访、手机信访的具体流程和操作方法。此次宣
传活动悬挂宣传横幅1条，摆放宣传展板2块，
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 （徐磊）

党建述职迎年考 廉政述责交答卷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道召开了2019
年度社区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会。会上，12
位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分别从抓基层党建工
作、落实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进行述职，并现场接受来自班子成员、辖区党
员的询问和打分评议。会议最后，对下一步
工作提出要求：一是强化理论学习。要持续

深入用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工作开展。二是
强化担当意识。党员干部要聚焦主业主责，
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
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三是强化廉政意
识。要时刻绷紧反腐倡廉这根弦，筑牢思想
防线，不断增强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永
葆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本色。

（刘雅丽）

谈话会上话廉洁 风清气正过春节

为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近日，郑州市金
水区南阳路街道办事处组织全
体党员干部召开节前集体廉政
谈话会。会上，街道纪工委书记
宣读了《中共郑州市纪委关于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的通报》。最后，街道党工委书
记针对春节期间廉政工作强调：
一要时刻紧绷党风廉政这根弦，
尤其党员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率先垂
范，树立标杆；二要严把廉政关，
严明纪律要求，全体党员同志要
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继续保持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的优良作风；三要严查顶风
违纪行为，街道纪工委坚持执纪
从严、失责必问，以严的标准和
实的措施保证各项纪律规矩落
到实处，确保廉洁过节。

（兰伟丹）

深入基层慰问困难党员 传递温暖暖人心

1月 16日，郑州市金水区区
长魏东深入南阳新村街道走访
慰问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米面
油等慰问品和慰问金。魏东一
行先后到困难党员张宝玲和李
慰先家中，详细询问了其身体和
生活状况，叮嘱他们要注意保重
身体，鼓励他们要克服困难，乐
观面对生活，送去了党和政府的
关怀与温暖。同时感谢他们一
直以来对街道社区工作的支持，

希望其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发挥党员的无私奉献精
神，用实际行动支持街道社区的
建设发展。走访中，魏东要求相
关部门要发挥基层党组织优势，
加强与困难党员的交流沟通，关
心他们的生活情况，真正做到急
民之所急、解民之所困，让他们
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增强
党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王丽娜）

深入基层开展扶贫走访和春节慰问活动

近日，中国银行新乡分行纪委
书记张存东带领全体帮扶责任人到
平原示范区桥北乡马庄村开展扶贫
走访和春节慰问活动。在马庄村大
队部，张存东与驻村工作队和村两
委对近期扶贫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座
谈，要求各帮扶责任人要明确入户
帮扶的责任，熟悉帮扶对象的家庭
情况，知道所宣讲的帮扶政策，要和
帮扶对象建立经常性长期性的联

系，使帮扶对象熟知政策，保持户容
户貌整洁等良好习惯。随后，各帮
扶责任人分别到贫困户家里，将大
米、食用油等慰问品送到困难群众
手中，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宣讲扶
贫政策，代表新乡中行全体员工向他
们致以新年的祝福，鼓励他们树立
生活信心、振作精神，保持乐观心
态，勇敢面对暂时的困难，中国银行
将与他们一起携手共渡难关。（杨柳）

为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关于持之以恒正
风肃纪确保2020年元旦春节风清气正的通
知》要求，项城市公安局召开了节前集体廉
政谈话，持续释放正风肃纪强烈信号，确保
节日期间风清气正。会上，该局党委书记、
局长刘坤提出了具体要求：提高认识，知敬
畏。要求各部门负责人严格落实上级部门
各项规定，切实树立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从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规范自己。以身

作则，树表率。班子成员、部门负责人在严
格落实主体责任的同时，要严以律己、率先
示范，做清正廉洁的模范，既要学习在前、工
作在前，又要守规在前、挺纪在前。筑牢防
线，强督查。班子成员、各部门负责人要及
时组织部门干警开展警示教育和廉政谈话，
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同时联合派驻纪检
监察组加强监督检查，严厉查处违规、违纪、
违法行为。 （牛天慧 张振宇）

为持续深化“以案促改制度
化常态化”工作，筑牢党员干部
的思想防线，驻马店汝南县张楼
镇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直观地
阐述了违纪问题存在形式和处
理结果，使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心
中有戒、心中有畏，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更好的投身到为人民服

务的热潮中。通过以案促改，开
展警示教育是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有效途
径。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引
以为戒、形成震慑，做“铁打的
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
为汝南更快更好的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古皓）

为增强基层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意识，营造欢乐祥和、风清气正的春
节氛围，中牟县纪委监委机关第一
党支部到大孟镇开展“书正气、赠春
联、扬清风”送廉进村活动。在大孟
镇镇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墨香四
溢，处处洋溢着春的温暖、年的祥
和，县镇纪检监察干部与受邀书法
爱好者一起，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
间书写出一副副寓意着平安和谐、

吉祥如意的廉政春联。随后，县镇
纪检监察干部又来到朱大汉村、大
孟村、土寨等村，到村委、村干部、困
难党员等群众家中赠送印制精美的
廉政春联，并送去新春祝福。此次
活动共送出廉政春联500余副，一幅
幅吉祥喜庆的廉政春联，既写出了
干部对新年的喜悦，也描绘出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

（李梦丹）

廉政春联扬清风 浓浓墨香迎新春
开展集体廉政谈话 筑牢廉洁自律防线

以案促改 筑牢思想防线

河南农大：一粒玉米托起一个梦想
□本报记者 杨牧野 本报通讯员 郭治鹏

玉米新品种“豫单132”10亩方高产
攻关田平均亩产1098.6公斤！100亩方
攻关田平均亩产998.8公斤！

2019年，10月 9日上午，鹤壁市淇
滨区刘寨村，随着测产专家报出的一组
数字，由河南农业大学李玉玲教授选育
的玉米新品种“豫单132”不仅刷新了黄
淮海地区适宜机械收获玉米新品种的高
产纪录，更为构建玉米全产业链，推动玉
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河南乃至全
国玉米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打
下了坚实基础。

农稳社稷，粮安天下。通过科技创
新和构建全产业链，推动玉米产业调整
结构、积蓄动力、增产增收、持续发展，进
而实现“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
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的美好夙愿。这
就是河南农业大学玉米科技工作者为之
砥砺奋进的宏伟梦想。

宜机收玉米新品种：破解
玉米产业发展难题的“希望之星”

玉米是世界上种植范围最广泛、土
地利用率最高的粮食作物之一，是我国
第一大作物、河南省第二大作物。尽管
我国玉米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近年
来突飞猛进，但与发达国家玉米规模化
集约化产业化生产相比，与国内小麦等
作物成熟完善的全程机械化生产相比，
玉米生产还存在产业链条不健全、机械
收获程度低、品质不稳定、收益较低等问
题，制约着玉米产业的发展。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玉米籽粒机
收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得收玉米像收
小麦那样，通过机械收割的方式直接把
玉米收获为籽粒。2018年，全国小麦机
收率 98%，水稻机收率 89%，而玉米机
收率只有70%，玉米收获机械化程度处
于三大粮食作物的最后一名。而这
70%中相当一部分还是穗茎兼收、果穗
收获、青贮收获，并不像小麦水稻那样
直接籽粒收获。”河南农业大学教授、河
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李玉
玲直言当前玉米产业发展的痛点。

“而制约玉米籽粒机收的关键因素就
是缺乏适宜机械收获籽粒的玉米新品
种。”李玉玲认为“新品种选育”是推动玉
米产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而我国目前
适宜全程机械化生产的玉米品种确实不
多，尤其是在黄淮海玉米主产区，“小麦玉
米一年两熟”特殊种植模式下，现有玉米
品种不能满足全程机械化生产快速发展
的迫切需要，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大部分
玉米品种普遍存在后期籽粒灌浆脱水慢、
含水量高、机收籽粒破损率高等问题，成

为制约实现玉米全程机械化的瓶颈。
“不仅存在适宜品种数量少、缺乏突

破性的问题，而且还有机收籽粒、抗逆稳
产、抗倒性等综合性状尚不完善的问
题。因此，迫切需要选育抗逆稳产、适宜
籽粒机收类型玉米新品种，并实现覆盖
全产业链的产业化集成应用。”李玉玲再
次强调了选育新品种的重要性。

近年来，河南农业大学的农业科技
工作者扎根中原沃土，经过近10年持续
不断的工作，选育了一大批优质玉米新
品种，李玉玲教授选育的适宜机械收获
的“豫单132”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籽粒产量高，稳产性突出，2018年
参加河南省机收组生产试验，9个试点
全部增产，比对照品种增产 8.2%；结穗
性和结实性好，在连续多年的试验中，
均表现植株空秆率低、果穗基本无秃尖
的优良特性；株型紧凑，抗倒性好，综合
抗病性好，对于高温干旱、阴雨寡照、大
风、主要玉米病虫害等的抵御能力较
强；籽粒品质优良，核心点试验收获时
籽粒含水量和破碎率较低，适宜籽粒机
收……测产验收现场，凝结着李玉玲等
一班农业科技人员无数心血的“豫单
132”以自身优异的表现赢得了专家组
的高度肯定。

“这个品种一是结实性特别好，二是
轴特别硬，籽粒还大，非常适合机械收
获。也希望这个品种通过进一步的试
验，找准最适宜生长的环境，同时加大推
广力度，尽快使这个品种应用到生产中
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测产验收组副
组长、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王天
宇研究员给予“豫单132”高度评价。

“品种就像是士兵的子弹、车辆的
燃油，是玉米产业发展的基础，没有好
的、适宜产业需求的品种，后续加工利
用的产品质量和效益就难以保障。不
仅仅是适宜机械收获的玉米新品种，我
们还围绕青贮玉米、鲜食甜糯玉米、高
油玉米、爆裂玉米等不同产业需求，开
展了新品种攻关。仅仅是青贮玉米，我
们就又细分为适合肉牛的品种、适合奶
牛的品种以及适合小牛的品种等类别，
通过这样精准化、专业化的育种，为后
续产业链的畅通打下基础。”李玉玲心
中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打造一个绿色、
精准、高效的玉米全产业链，提升玉米
产业的发展水平。

全产业链构建：推动玉米
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

品种只是玉米产业发展最基础的一
部分，只有打造一条从品种选育到栽培
种植，从机械收获到干燥储存，从深加工
高附加值利用到绿色无污染循环利用的
全产业链条，才能真正焕发玉米产业的
生机和活力，才能真正保证国家粮食安
全，实现农稳社稷、粮安天下的夙愿。

以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搭建的
平台，李玉玲和一班人开始了玉米全产业
链的实践探索。设计全产业链路线图、分
类选定优良玉米新品种、跑遍全省布局玉
米新品种种植示范点、制定玉米种植栽培
技术、开展技术培训和人员培养、考察玉
米全产业链相关优势企业、与河南省肉牛
产业技术体系等进行对接……短短时间
里，各项工作运转起来，风生水起。

2019年9月20日，南阳市新野县歪
子镇。优质青贮玉米示范田内机器轰
鸣。大型青贮玉米收获机械快速将整株
玉米连片收获粉碎，喷洒在随行的运输
车辆中。观摩的农机专家实时查看机械
收获及秸秆粉碎效果，对机器作业情况
进行评估；玉米种植专家忙着讲解青贮
玉米新品种特点和种植注意事项；种植
大户则关心青贮玉米的亩产量和经济效
益；企业代表着急地询问青贮玉米特性、
窖贮加工等技术问题……随后，这些粉
碎收获的玉米被送往近在地头的科尔沁
牛业公司，并将被迅疾窖贮。而这些窖
贮玉米因为营养成分高、香甜可口，成为
公司数万头肉牛的“最爱”。

与青贮玉米相邻的甜糯玉米示范田
内，甜度超过葡萄的水果玉米收获后，第
一时间也被送往500米外的可喜食品公
司，经过保鲜加工处理后成为市场热销
的鲜食玉米。同时，鲜食玉米加工残余
的废水、废渣经过收集处理后得到了充
分利用，成为了肉牛爱吃的高级营养品，
使得牛肉更加鲜美。而牛场产生的粪便
等废物经过发酵处理后成为了沼液、沼
渣，被喷洒在田野中，为新一季的玉米生
产提供了充足肥力。

2019年10月8日，焦作孟州市谷旦
镇。玉米籽粒机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中。大型籽粒收获机械快速地将整片的
玉米地收获完毕，直接将玉米籽粒装载在

随行的车辆上，送往附近的孟州邦园植保
公司。新收获的玉米立即被送进大型烘
干塔，9个小时之后，这些玉米就会干燥完
毕，达到入库储存的标准。除提供玉米烘
干服务之外，邦园公司还能提供测土配方
施肥、病虫害防治、农民种植技术培训，甚
至是农业金融服务，是农民种地的“大管
家”。公司负责人李红燕介绍，因为品种
优良、品质统一，该公司的第一期订单12
万亩、28000吨玉米收购价格比市场价格
普遍要高一些。“因为品种一致、整齐划
一，农民实现了丰产丰收，得到了实惠，我
们也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益。”李红燕对
参与玉米全产业链建设满怀信心。

在河南农业大学的组织协调下，距离
邦园植保公司5公里之外的厚源生物今
年与玉米产业链的另一家企业——河南
富吉泰种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豫单132”商
品玉米收购协议。“玉米深加工企业在没有
见到玉米籽粒样品的情况下，直接和种子
企业签订商品玉米收购协议，这在国内恐
怕还是第一单。充分说明，对河南农业大
学品种的信任，也说明加工企业对优质玉
米原料的渴望。”谈起这份订单，河南富吉
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继军得意不已。

对于玉米深加工企业来说，参与全产
业链创新与应用是期待已久的事情。“黄
淮海夏玉米区在玉米收获期间常常遇到
连续阴雨天气，致使玉米收获后难以及时
干燥，霉变普发，25%—30%商品玉米中
黄曲霉毒素等真菌毒素含量超标，严重制
约商品玉米籽粒品质及其加工利用价
值。直接利用霉变商品玉米生产饲料，不
仅使畜禽产生中毒症状影响动物的生产
性能，而且还使玉米的营养价值降低15%
以上。”玉米收获后造成的损失令李玉玲
心痛不已，这也是她大力引导推广玉米烘
干设备，构建玉米全产业链的初衷之一。

“目前作为饲料和工业加工原料的
商品玉米都是不同来源、不同品种的混
合体，由于品质指标不一，难以满足不同
用途对玉米品质的特殊要求，也严重制
约着饲料、工业加工产品的品质以及企
业效益。玉米作为畜禽饲料资源，基本
上都是直接粉碎饲喂畜禽，很少考虑如
何提高玉米淀粉的利用效率以及减少所
含的霉菌毒素问题。从工业用途来讲，
统一品质的玉米原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
生产标准更高的工业产品，可以使用更
加规范统一的工艺技术，达到提效益、降

成本的‘双赢’效果。”孟州市厚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汤瑞安认为，产业链
的形成可实现高蛋白、高淀粉含量、高脂
肪含量、低毒素的商品玉米与玉米加工
企业的无缝对接，这为企业实现高产、高
转化率、高效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李玉玲和团队成员已经构建了
籽粒收获玉米、青贮玉米、鲜食甜糯玉米
等三条全产业链，串起了玉米新品种选
育、种植栽培、农技服务、农机服务、深加
工综合利用等玉米产业的方方面面。在
这个链条上，育种科学家、种粮大户、农业
综合服务企业和玉米深加工企业结为一
体，共同推动玉米产业实现了升级换代。

“我们已经基本构建了绿色、精准、
高效的玉米全产业链。”李玉玲所讲的绿
色，就是构建可持续发展、可循环的绿色
产业链，实现产业链全程零污染、无害
化，为玉米产业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精准，就是玉米新品种选育、栽培种植、
水肥植保、机械收获等全部瞄准产业需
求，根据产业需求设计方案，提升玉米产
业上游与下游的契合度；高效，就是积极
整合政府、社会、科研、企业、农民、销售
渠道等多方面的优质资源，有机融合在
全产业链中，拉长产业链条，提高玉米的
附加值，使玉米产业发展更加高效。“下
一步希望做好示范带动，扩大这个链条
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农民朋友、更多的企
业参与其中，共享发展成果。”李玉玲期
待着在未来的工作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守初心与担使命：让中国
人的饭碗装更多国产粮

民以食为天，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
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饭碗
要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的宏伟梦想并不是李玉玲突发奇想的顿
悟。这个梦想，是河南农大几代“玉米
人”厚植沃土、扎根田野、不懈奋斗的真
实写照。在不同的年代，他们用不同的
形式为着玉米的丰产丰收鞠躬尽瘁。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农业技
术尤为落后，“吃饱饭”成为当时最大的
梦想。中国玉米遗传育种奠基人之一、
河南农业大学的老校长吴绍骙教授辗转
多国，历时半年从美国回到祖国怀抱。
50年代，他首先在国内倡导玉米品种间
杂交种和综合种的选育利用，率先选育

推广玉米综合品种，并采用异地培育法
以加速世代进程，被誉为玉米育种的“一
代宗师”，更留下了“宁尽瘁于案首，毋垂
殁于牖下”的座右铭，成为李玉玲等后辈
的精神内核。

改革开放后，以陈伟程教授为代表
的河南农大“玉米人”接过时代的接力
棒，致力于玉米高产、稳产、优质、低成本
研究。他们开展的大协作研究，汇集了
多方面专家的力量共同投入玉米育种和
产业发展，育成国审、省审玉米杂交种20
余个，其中“豫玉 22”年种植逾 2000万
亩，累计1.5亿亩，2001年—2003年是全
国第二大、黄淮海第一大推广种，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产生了显著的直接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提高河南乃至
全国的玉米产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对保持河南玉米育种在全国的优势
地位、提升我省玉米产业的整体竞争实
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阶段也是李玉
玲等河南农大新一代“玉米人”成长中最
为关键的时期，他们在实践中筑梦想、长
才干，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步入新世纪，各种新技术、新理念层
出不穷，科研和工作条件迅速改善，为李
玉玲等新一代“玉米人”提供了更为广阔
的发展空间。要实现“中国人的饭碗要装
中国粮”的目标，就必须在玉米新品种上
下功夫，选育出满足生产需求的优良新品
种，不仅要抢占育种高地，更要在生产上
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打造自主品牌。李
玉玲和同仁更加勤奋工作，捍卫着“中国
碗、中国粮、中国品种”的宏伟梦想。

走进新时代，玉米产业发展呈现许
多新情况、新业态。伴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人们从“吃饱”向“吃好”转变。作
为肉蛋奶制品的主要来源和重要的工业
原料，玉米产业化成为必然趋势，这对大
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玉米全
产业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籽粒机收
玉米则是全产业链的重中之重。河南农
业大学不仅是河南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依托单位，而且自从2014年河南在全
国率先开设籽粒机收组玉米新品种试
验，就一直是项目主持人依托单位，对培
育出适宜籽粒机收的优良玉米新品种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感触更深。

“目前玉米新品种选育、商品玉米生
产与综合加工利用等产业链主要环节衔
接不紧密，缺乏针对玉米新品种的全产
业链关键技术研究与高效利用体制机
制，这也已成为制约整个产业持续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作为河南省玉米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专家，李玉玲和团队考虑的
已经远远超过了玉米育种和种植本身。

面向未来，李玉玲和她所带领的河
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始终坚守初心和
使命，把梦想的种子播撒在希望的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