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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产粮大县邓州市麦收过
半。到此走访的记者，见到了一望无际的
金色麦浪，看到了颗粒归仓的火热劳动场
景，也从农机的轰鸣中听到了一段关于

“前浪”和“后浪”的故事。
1983年，也是一个麦收季，21岁的刘

集镇石营村人石占科借遍亲戚朋友，花
3000 元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为啥要
买？农活干着太累了！就说割麦吧，壮劳
力五更起来干到天黑割不了一亩。”石占
科回忆。

但他没想到的是，买了拖拉机之后
“更累”。为了早日还清借款，在接下来的
3个月里，石占科以每小时2元的工钱，在
十里八乡“疯狂”揽活。

从此，石占科告别“手工作业”，与农
机“结缘”，成了当时刘集镇一带有名的

“后浪”。2007年，他购置 6台机器，创立
了邓州市第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2016
年，占科合作社被原农业部授予“全国农
机合作社示范社”。目前，合作社拥有大
小农机112台、社员212人。

尤其令石占科自豪的是，他把自己的

事业干成了全村的事业。在他的带动下，
石营村 80%以上的农户购置了农机，60
多个贫困户靠农机服务走上了致富路，全
村每年在这个“业务”上收益800多万元。

“老石的长处是经验丰富、干活认真，
不过，要是光论机器设备，他现在算是‘前
浪’了。”从石营村返城的路上，邓州市农
技推广中心主任冀洪策的打趣，把记者的
好奇心引向了现在的“后浪”沈兴新。

石占科拥有第一台拖拉机那年，老家
在龙堰乡刘道庙村的沈兴新还在蹒跚学
步。2015年，他和弟弟结束在北京的生
意，回邓州流转6000亩土地，创办了首邑
农业公司。“一开始购置了几台农机自己
用，后来滚雪球一样越买越多，主业也转
成了农机服务。”沈兴新告诉记者。

“为啥要回来干这个？”记者问道。“一
个是感觉咱们跟国外农机装备这块儿差距
比较大，肯定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市场前
景看好；再一个是邓州在农村土地‘三权分
置’、集中流转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有大块
儿地供我们‘折腾’。”沈兴新介绍，除了服
务邓州市的15万亩土地，首邑农业公司还
在湖北、陕西等地设立了分公司。

对于不少地方面临的“谁来种地”难

题，沈兴新有自己的见解。“前些年为啥年
轻人不愿意种地？无非是脏、累，还不挣
钱。”他说，“现在我们的进口大型农机，驾
驶室里空调、液晶显示屏、真皮座椅一应
俱全，跟开豪华车似的。收入方面也不
错，我们 12个人的团队，去年净利润 500
多万元。”

谈到未来，沈兴新说自己设了个小目
标，未来两年准备开办10家分公司，净利
润达到 6000万元。“想得再远一点，那就
是上市敲钟了。”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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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 以链补链做强钢铁产业
（成利军）

传统文化强自信 经典诵读润心田
（胡巨成）

信阳

平顶山 万壑树参天 千山遍杜鹃
（张建新）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王娟）5月 27日，在南阳市集中打造的
38 万亩高标准永久性粮田示范区，麦浪滚
滚，收割机在田间忙碌地穿梭。南阳市小麦
收割已接近尾声，据农业专家预计，今年南阳
夏粮总产将保持在85亿斤以上。

南阳生产了全国1%的粮食，不仅养活了
1000多万南阳人，还把粮食供向全国各地。
今年，南阳小麦种植面积 1090万亩，其中优
质中强筋小麦占80%以上。有关部门调查测
产显示，今年南阳小麦面积、单产、总产呈现

“一稳双增”趋势，单产、总产持续增长。
南阳市副市长李鹏告诉记者，今年南阳

小麦能实现“一稳双增”，关键是实施了“藏
粮于地”战略，小麦生产稳面积提地力。南
阳市持续推动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工程建
设，集中打造了 38 万亩高标准永久性粮田
示范区，进一步提升了粮食生产能力和农业
发展质量。同时，在前一阶段的病虫害防治
中，各级财政累计拿出 5000万元专项资金，
组织了 1300 余名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抓好防治窗口期，抓紧防治，确保了小麦丰
产丰收。③6

据新华社珠峰大本营 5月 27日电
27日11时整，中国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
山队8名队员登顶“地球之巅”珠穆朗玛
峰，为珠峰“量身高”。世界最高峰峰顶
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见上图）。

这座6500万年前从海底隆升而成的
喜马拉雅山脉主峰，时隔15年后再次迎
来中国测量队伍。

通过新华社珠峰峰顶直播画面可见，
在覆盖冰雪、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峰顶斜
面上，8名身穿红色衣服的队员开始竖立觇
标，安装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天线。

同一时刻，地面 6个交会点对峰顶
觇标进行交会观测。

这次，峰顶 GNSS测量首次依托中
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人类
首次在珠峰峰顶开展重力测量，提高珠
峰高程精度。

“此次测量任务中，大量装备国产
化，可靠性、精度等都比 2005年有质的

提高。”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队长
李国鹏说，准确收集各项数据，也为人类
了解、保护珠峰贡献专业力量。

珠峰地处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边缘
的碰撞挤压带上，地壳运动活跃。

“准确测量珠峰高程有利于分析喜
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高程变化。”中国
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登义
说。

早在 300多年前的清康熙年间，中
国人首次测绘珠峰，并定名“朱母郎马阿
林”。“朱母郎马”藏语意为第三女神、“阿
林”为满语“山”之意。

60年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珠
峰。

4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首次将觇标
带至峰顶，测得高度8848.13米。

2005年，中国再测珠峰，其岩面高
度为8844.43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曾对珠峰进

行过6次测绘和科考。
5月 6日，登顶测量正式启动，因天

气原因两度推迟冲顶计划。
27日，秉持科学筹划和不屈不挠的

精神，登顶队员战胜了极高海拔区域降
雪、大风等艰险，成功登顶。

按计划，峰顶测量完成后，测绘人员
将对多种结果进行分析、比对、检核，最
终公布高程数据。

“指挥部，我们完成了测量任务，准
备下撤!”

13时 30分许，步话机里传出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长次落的声音。

队员在峰顶停留了 150分钟，其间
还开展了峰顶雪深和气象等测量，创造
了中国人在珠峰峰顶停留时长新纪录。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世界屋脊又一
次见证中国人不懈探索和笃定前行的
坚韧。 （记者 多吉占堆 边巴次仁 王
沁鸥 魏玉坤）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永乐 通讯员 于景兰）5月
27日 11时，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顶峰，并对珠
峰开展了高程测量。重新测量珠峰身高
的背后，有位于新乡市的中国电科22所
研制的“雪深探测雷达”的精准助力。该

所研制的“雪深探测雷达”设备，能够精
准检测珠峰山顶冰雪厚度，还原珠峰山
体的真实高度，并具有“小、轻、简、稳”的
特点。

据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2020
珠峰高程测量技术协调组组长党亚民介
绍，珠峰峰顶“会战”分为三步。第一步，要

把觇标立起来，让在海拔 5000 到
6000米的测绘队员可以瞄准觇

标进行交会测量；第二步，
要做卫星导航定位

技术，就是卫星定位接收机测量峰顶的位
置和高程；第三步，借助“雪深探测雷达”，
测量峰顶一定范围内，雪面到岩石面的距
离，也就是峰顶冰雪厚度。这其中尤为关
键的是如何测量雪面到岩石面的距离，其
难度相当于测量人身高时如何精准测出头
发的长度。

精确测定珠峰高度，测量成果可用
于地球动力学板块运动等领域研究。精
确的峰顶雪深、气象、风速等数据，将为
冰川监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研究
提供第一手资料。③3

中国测量登山队再测珠峰“身高”

新乡科技精准助力珠峰“身高”测量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5月27日，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民营企
业座谈会在郑州召开，有关省直单位、金融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议。

副省长何金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10家企业负责人结合实际，谈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和工作建议。与会省直单位、金融
机构负责人对企业提出的问题、困难和建议一一作出回应和解
答。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单位建立健全沟通联系机制，加强服
务，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何金平说，要增强信心，发挥优势，于变局中开新局，持续巩
固和扩大外贸外资消费向好的势头。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抓
好跟踪问效，确保国家和我省出台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要及
时了解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解决突出问题，搞好精准服务。
相关企业要积极应对挑战，危中寻机，不断适应新业态，探索发
展新模式，在延链补链强链中转型升级，实现创新发展、抱团发
展，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③6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聂颦颦）5月
23日，副省长武国定来到光山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武国定先
后来到槐店乡陈洼油茶园、司马光油茶园，联兴油茶公司和文殊
乡东岳村，实地查看光山县油茶产业发展情况，深入了解疫情对
脱贫攻坚的影响，看望慰问中办定点帮扶光山的扶贫干部，主持
召开由乡、村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参加的座谈会。

武国定指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要把
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明确要求。
要学深悟透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逐条逐句抓好贯彻落实；要坚
决啃下最后“堡垒”，圆满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任务；要坚决克
服疫情影响，稳就业、促产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持续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严格落实“四个不摘”政策；要办好民生实事，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努力交出光山县脱贫攻坚的出彩答卷。③4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5月 27日，记者获悉，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教育系统工作专班办公室日前就教育系统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下发通知，明确科学佩戴口罩、减少
人员聚集等防控要求。

根据通知，大专院校师生在确保有效通风换气、保持1米以
上安全距离情况下，教职员工和学生无需戴口罩；在封闭、人员
密集或与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于 1米）时，需戴口罩。中小
学师生需随身备用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在校
园内，学生和授课老师无需戴口罩。托幼机构，因幼儿特殊生理
特征，不建议戴口罩；托幼机构教师需戴口罩。学校相关服务人
员，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在确保有效通风
换气、保持人员1米以上社交安全距离情况下，会议室参会人员
无需戴口罩。

学校要严格活动管控，减少非必要的聚集性活动；做好通风
消毒，定期对教室、宿舍等公共场所以及校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进
行通风换气、清洁消毒；抓好健康教育，引导师生养成“一米
线”、勤洗手等习惯，经常性对学生视力进行检测，持续开通心理
支持热线；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要求，不得佩戴N95口罩进行
体育运动，低风险地区学生在校参加体育活动时不需戴口罩。

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校把握重点环节，包括落实“四早”要求、
严控重点场所等。境外师生未接到学校通知一律不返校；落实
校园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积极推进“互联网+明厨亮
灶”建设。③9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刘江浩）5月 27日，记者从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获悉，日前该行与河南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河南铁投”）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双方将
充分发挥银企合作优势服务出彩中原。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末，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存贷款突破“双
千亿”大关；截至今年4月末，光大集团在豫投资余额为3390亿
元，较年初增长358亿元，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将依托光大集团金
融、投资、实业和科技四大板块，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河南铁投是省政府铁路建设及投融资的平台公司，资产规模达
670亿元，成立 11年来投资建设河南省 20条铁路线，新增运营
里程3253公里，总里程达到6407公里，其中时速350公里以上
的高铁里程全国第一（1728公里）。河南的米字形高铁，全部由
河南铁投与国铁集团共同投资建设，对河南省铁路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双方认为，未来合作将重点围绕河南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
作，紧紧抓住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
国家战略，发挥各自优势，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
章提供支撑。③3

坚定信心 强化服务 创新发展

不辜负总书记殷切期望
努力实现“两个更好”

我省明确校园疫情防控常态化“细则”

校园内师生无需戴口罩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牵手”
河南铁投助力出彩中原

产粮大县的“前浪”和“后浪”

藏粮于地 有力防害

南阳小麦“一稳双增”

新闻1+1

55月月 2626日日，，66名修路队员将攀登路线名修路队员将攀登路线
打通至珠峰峰顶打通至珠峰峰顶，，即把路绳铺设至珠峰峰即把路绳铺设至珠峰峰
顶顶。。

从空中拍摄的珠峰从空中拍摄的珠峰。。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55月月2727日日22时时1010分许分许，，20202020珠峰高珠峰高
程测量登山队程测量登山队88名队员陆续从海拔名队员陆续从海拔83008300
米的珠峰突击营地启程向顶峰进发米的珠峰突击营地启程向顶峰进发。。

55月月2727日日，，2020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在向珠峰峰顶挺进在向珠峰峰顶挺进。。

采访邓州农机服务行业这两位代

表性人物时，记者感到，石占科和沈兴

新之所以能在各自的青年时代成为

“后浪”，最大的原因是，他们把自己的

奋斗融入了时代发展的滚滚大潮。

老石发展最快那几年，赶上了改

革开放的“狂飙突进”，农村生产力极

大解放，农民对农机服务需求倍增；

沈兴新迅速完成转型升级，恰逢乡村

振兴的“新时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深入实施，为他打开了广阔天地。

江 山 代 有 才 人 出 。 无 论 是“ 前

浪”还是“后浪”，只要与时代发展同

心同向，努力拼搏，都能为出彩河南

增光添彩。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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