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
“皂角老板”都有一本“绝密”地图，厚厚的笔记本上详细记载着每

一棵皂角树的具体位置、皂角产量、品质等，按图索骥，可以精准寻找。
收购皂角，只要肯吃苦，腿快、嘴勤，不难上手。“半年外出半年在

家，不耽误种地，可轻松赚上一二十万元，比外出打工强得多。”村民
张国明满意地说。

在土门村，像张国明这样的算是皂角收购小户，大户只有五六家，
吴远旭就是其中之一。他指着刚从机器里热乎出炉的圆滚滚的皂角籽
说：“除了收购，我主要靠加工赚取利润，一年赚百十万元没啥问题。”

土门村80%的村民围着皂角发家致富，200多户收购皂角，500多
户参与皂角加工、皂米分拣，300多户从事皂角树种植，目前已形成皂角
育苗、种植、购销、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原材料收购、加工产品销售辐射
国内18个省份，皂角产业拓展到老挝、缅甸、越南3个东南亚国家。

挣钱的“秘诀”从来都是不停创新

土门村靠收购、加工皂角致富的消息传遍各地，遇到了越来越多
的竞争对手，收购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高，野生的皂角树已经不能满
足土门村的加工需求。怎么办？

种皂角树！
十多年时间，土门村的皂角树种植面积已经发展到1200多亩。
中午热辣的太阳让人难以招架。村委会主任李士信皮肤黝黑，

正顶着骄阳浇地。
2004年，李士信开始种植皂角树，目前已流转土地130亩，在土

门村建立了2个皂角树种植基地，安置村里1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
基地务工，人均年收入万元以上。

李士信坚持科学种树，采用嫁接技术，皂角树结果时间已由8年
缩短至3年，给村民增添了极大信心。

而在皂角树规模化种植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互相压价的恶性竞争。
土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作中认为，土门村的皂角产业还停留在粗

加工阶段，受市场行情影响大，利润空间有限。必须抱团发展，才有
出路。

令人振奋的是，今年 4月底，南召县留山镇因势利导，牵头组建
了皂角产业联合党支部，成立了皂角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政府计
划拿出 300亩地，规划建设皂角产业园，统一建设高标准厂房，吸引
加工户入驻，采用统一制定行业标准、统一销售定价的模式，推进皂
角精深加工，共同抵御行业和市场风险，带动更多群众脱贫致富。

“1斤皂角籽只卖 30多元，加工成胶原后 1斤能卖 100多元，搞
深加工迫在眉睫。”留山镇政府一位负责人说。

我们相信，随着皂角产业园的建成，土门村的皂角产业将迎来一
个新腾飞！③5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李亚伟）6月 5日下午3点，来自河
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北省石家
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 7名专家，
来到延津县塔铺街道办事处通郭村“丰德
存麦20号”千亩丰产方进行实打验收。

专家现场丈量面积，检查过秤和收
割机机舱后，收割机向麦田进发。此后
经过称重、水分测定、取样测定杂质率等
环节，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农业农村部小
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天财宣布，依照农
业农村部小麦高产创建验收办法，随机
选取 3 个实打验收点，合计实收面积为
3.907 亩，现场称鲜重为 3313.6 公斤，扣
除杂质后，再按 13%含水量折算标准补
重，实测为平均亩产 855.2公斤，刷新全国
冬小麦单产纪录。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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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6月 5日，郑州市教育局召开新闻通气会，
公布郑州市今年的中招政策。

2020年，郑州市市内9区有在籍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6.26万
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下达757个班，比上年增加47个班。其中，公
办高中招生计划 409个班，比上年增加 33个班；民办高中招生计划
348个班，比上年增加14个班。

与上年相比，今年郑州市中招考试政策有6个变化：一是考试时
间调整为 7月 15日、16日；二是暂停体育考试、理化生实验操作考
试，2020年中招学业成绩总分值从 700分变为 600分；三是面向郑
州市市区招生的第一批次录取学校中新增郑州市郑开学校，并接收
分配生，郑开学校是郑州外国语教育集团成员，位于郑东新区，办学
规模是36个高中班，实施全寄宿管理，今年首届招生6个班；四是今
年面向全省招生的省提前批次，由往年的3个批次减为2个批次；五
是民办普通高中原则上不得跨省辖市招生；六是中招政策性照顾对
象增加，对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专家人才特别是医疗卫生工作者，
2020年，其子女报考当地普通高中的，照顾10分。

报名方式上，郑州市市区初中学校在籍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通过河南省高中阶段教育招生信息服务平台（zk.haedu.gov.cn）报名
报志愿，填报志愿的时间为6月 16日 8:00至 19日 23:59；具有郑州
市市区常住户口，在郑州市区以外学校借读、返郑考试的学生现场报
名，报名时需提供全国中小学学籍基本信息卡以及初中综合素质手
册，报名时间为6月17日至18日的8:30—11:30、14:30—17:30，报
名地点在郑州市第五高级中学（管城回族区南关街3号）。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返郑考生现场报名的具体时间安排是：6月
17日 8:30—11:30统一安排具有郑州市市区常住户口、在河南省以
外学校就读的考生报名；6月17日下午、6月18日全天安排具有郑州
市市区常住户口，在河南省内、郑州市市区以外学校就读的考生报名。

返郑考生现场报名时，需提前填写返郑考生寒假以来的行踪和
健康情况调查表（所有返郑考生填写）、返郑考生健康承诺书（所有返
郑考生填写）、返郑考生居家隔离观察承诺书（返郑时被防控部门要
求的填写）、返郑考生返郑核酸检测证明（返郑时被防疫部门要求的
出示）。考生（或家长）到达现场报名地点后交于报名工作人员，检查
无误后方可进入报名现场报名（上述表格可以到郑州教育信息网中
招栏目中下载，联系电话：0371-63816669）。如不填写或不上交，
考生将无法进行报名和网上填报志愿。③8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6月5日，郑州市教育局发布中职、中专招生
方案，今年郑州市中等职业教育计划招生6万人、中专招生2.5万人。

中职学校在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的同时，继续面向往届初中毕
业生、未升学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村青年、新型职业农民、农民
工、生产服务一线职工、下岗失业人员等群体招生，应届初中毕业生
可以参加中招考试，也可以免试注册入学，其他应直接到招生学校注
册入学。报考郑州市中等职业学校的考生须填报学校名称并选择
1—2个专业。未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可持中招考试成绩通知单
直接到本人所选择的职业学校登记注册。

招收五年一贯制高职和“3+2”分段制高职高专（以下分别简称
“五年制”和“3+2”），招生对象为参加郑州市 2020年全省高中阶段
教育招生文化课考试的考生。招收初中毕业生的普通中专（以下简
称“小中专”）招生对象为在郑州市初中学校在籍就读的应届、往届毕
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年龄达到 15周岁及以上）以及郑州市户籍在
外借读返郑考试的初中毕业生。考生填报志愿时，第一批填报“五年
制”和“3+2”分段制专科招生计划，每生可选报两个志愿；第二批填
报小中专招生计划，每生可选报两个志愿。③9

郑州市中招政策有6大变化

体育考试暂停

中职中专计划招收8.5万人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6月5日，记者从
省水利厅获悉，当天下午，该厅发出通知，决
定启动Ⅳ级水旱灾害应急响应。

通知指出，5月以来，全省平均降雨量
37.3毫米，较多年同期均值偏少四成多，特
别是5月10日至6月5日，全省平均降雨量
5.5毫米，较多年同期均值偏少九成多，为有
资料记录以来，同期降雨量最少的一年。同
时，全省出现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河
道来水不断减少，水利工程蓄水不足，土壤
失墒严重，旱情持续发展，对农业生产和部
分主题宣传活动生活用水造成较大影响。

依据国家发布的旱情等级标准，按照省
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相关规定，省
水利厅决定自6月 5日 17时起启动Ⅳ级水
旱灾害应急响应。

通知要求各省辖市水利部门进一步落
实抗旱责任，加强对抗旱工作的组织领导，
强化监测预报、加密会商，科学研判旱情发
展趋势，采取多种有效措施，重点确保旱区
群众饮水安全，最大限度降低灾害的影响和
损失。③8

855.2公斤！延津刷新
冬小麦单产纪录

我省启动Ⅳ级
水旱灾害应急响应

66月月55日日，，黄河南岸黄河南岸，，三门峡市灵宝项生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加紧收割小麦三门峡市灵宝项生农业机械服务专业合作社加紧收割小麦。。今年该市小麦种植面积今年该市小麦种植面积114114..33
万亩万亩，，目前已经收获目前已经收获4545..99万亩万亩，，夏玉米播种夏玉米播种88..7878万亩万亩，，麦收与播种玉米正麦收与播种玉米正如火如荼地如火如荼地进行进行。。⑨⑨33 杜杰杜杰 摄摄

“田保姆”的61个
“麦宝贝”熟了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尚明达

6月 4日，大田里的气温一大早
就噌噌往上蹿。张心玲和同事刘红
君、王双成三人，顶着高温“组队”来
到滑县万古镇杜庄村焕永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老师们来了，走走，咱
往地里去。”理事长杜焕永拉着他们
往麦田里走。

阳光下，金色的麦海荧光闪动，
微风一吹，麦香沁人心脾。“老师们给
瞧瞧，天这么热，我这麦子熟这么晚
正常不？”揪几颗麦粒，轻轻一搓，张
心玲仔细看过后说：“没事，你的麦子
品种抗逆性好，抗干热风能力强，熟
相好，再耐心等个三五天再收！”

今年52岁的张心玲，是滑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从事
农技推广工作近30年。从 2005年
起，滑县开始在21个乡镇推行农业
科技入户，40多名技术员走进田间
地头，手把手为农户做技术示范和指
导，被农民们亲切地称为“田保姆”。

越到麦收，“田保姆”越忙。不
仅对各个区域的小麦试验田进行收
获考种，还要指导农民抢收抢种。

“农户其实就跟小孩儿一样，你今年
教他们咋种，明年他们就又忘了，还
得再说。”张心玲笑着说，要当好“田
保姆”，没有耐心可不行。

给杜焕永吃过定心丸，三人提
出还要去看望“宝贝”。

啥宝贝？记者好奇地跟着他们
往村南走，不多远，一大片麦田赫然
在目。“这里种有来自全国的 61个
优质强筋小麦品种，每个品种占 1
亩地！”穿过近50米的保护行，麦田
被分割成2.7米乘 123米的地块，西
农 511、郑麦 158、周麦 32……每个
品种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名片。

这些不同品种的小麦，外形上
乍一看差不多，但通过“田保姆”讲
解，仔细再看却真都不同。“有的麦
子个头高，如进口的美麦和澳麦，但
它们秆细，容易倒伏；有的个头低，
但茎秆粗壮；有的籽粒圆，有的稍微
细长……”刘红君介绍，从去年开
始，全国优质专用小麦产业联盟开
展优质小麦品种展示示范活动，在
河北、安徽、山东、河南设立4个示范
点，我省的示范基地就设在滑县万
古镇杜庄村，采取统种、统管、统收、
统销的模式，由焕永合作社承担。

而“田保姆”们的任务，就是要
对此次试验进行全程管理，全程记
载每个品种的生育进程、抗逆性、病
虫害发生等情况。

从去年 10 月 27 日播种，到如
今即将收获，在这期间，为了掌握这
61 个“麦宝贝”的生长轨迹，几名

“田保姆”除了要做好日常农技服

务，还坚持每隔一天就来这里查看
一番。“郑麦158、叶枯少，下部有两
个小穗未分化；济麦44，叶枯少，下
部有 1个小穗未分化……”农艺师
王双成随身带的笔记本上，密密麻
麻记满了“麦宝贝”的信息，哪个阶
段、哪个品种出现啥问题，他们都先
简单记下，回去后做成规范表格，便
于后期总结。

眼瞅着“宝贝们”陆续成熟，下
周一就能收割，半年多的辛勤照料
终于有了成果，他们这两天往地里
跑得格外勤。“我们恨不得天天去，
光怕有啥闪失。这可都是俺们的

‘宝贝疙瘩’，一点不能马虎！”张心
玲说，这些品种都是优质强筋小麦，
等下周全部收割完，每个品种要留
8公斤样品进行品质检验，这个活
动最少要在滑县示范三年。

“滑县是中国小麦第一县、我省
粮食生产第一县，粮食生产一直很
稳定，这次品种示范能放在滑县，对
我们是肯定，更是鞭策。”滑县农业
农村局局长郑慧涛说，通过小麦标
准化生产栽培、管理的试验示范，一
是筛选出适合滑县的小麦品种，二
是达到小麦品质的一致性，提高小
麦的商品性，从而使滑县小麦走出
河南，走向全国。③9

奋战三夏
力夺丰收

□本报记者 朱殿勇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王宏宇

河南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如火如荼、
竞相出彩，一张“国字号”的成绩单让河
大新工科建设跃上新高度。

1月 10日，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河南
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由“中原学者”、
河南大学纳米材料工程研究中心总工程
师张治军教授主持的“高性能节能抗磨
纳米润滑油脂关键技术与产业化”项目
摘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实现了河
南大学在国家“三大奖”上的新突破。

从 20多年前与科研结缘开始，张治
军和他的团队从不敢懈怠，通过努力锻
造出一支能文能武的科研队伍：文能搞
科研，潜心学术甘坐冷板凳，实现一次次
突破和超越；武能闯市场，让科研成果接
地气，在经济主战场发力。

“对接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提高科
研成果转化率，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是科研工作者的当务之急和长远目
标，也应成为青年科研人员和大学生的
自觉追求，高校新工科建设应该朝着这
个方向努力。”6月 2日，张治军深有感触
地说。

文能搞科研
潜心学术屡有突破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
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
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这句名言，
正是无数科研工作者的人生信条和真实
写照。

1998年，时任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院长的张治军带领团队，组建了以纳
米材料开发和应用为主要研究内容的

“润滑与功能材料”河南省高校重点学科
开放实验室，开始在“纳米”的世界里深
耕。2002年，他辞去了化学化工学院院
长职务，专心搞科研，2003年组建河南省
纳米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推动成果
转化、布局产业化发展。

那些通宵达旦的艰辛，那些日日夜
夜的累积，都反映在一个个闪光的足迹
里：2015年，河南大学纳米材料工程研究
中心获批建设纳米杂化材料应用技术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2017年，牵头

成立河南省纳米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2018年，入选首批河南省重大新型
研发机构；2019年，河南大学与济源签署
协议共建纳米材料产业园……

那些柳暗花明的惊喜，那些归零再
来的攀登，都浓缩在一项项科技成果奖
项里：2015年，“节能减摩抗磨纳米润滑
油脂添加剂”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
术奖（技术发明）一等奖；2018年，“高承
载陶瓷基纳米润滑材料关键技术与产业
化”荣获河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2019
年度，“高性能节能抗磨纳米润滑油脂关
键技术与产业化”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

这些年，张治军教授带领团队共发表
SCI论文 300余篇，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76件，承担完成6项国家“973”“863”计划
项目及多项河南省重大科技项目……

武能闯市场
连天接地服务社会

“科学+技术+产业化=富强中国”，
张治军给出的这个公式，是无数科研人
员穷尽心力的追求，也是河大新工科建
设和人才培养的使命。

不做无需求的研究，不让成果“束之
高阁”，张治军团队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

深化产学研合作。
山窝里孵化出“金纳米”。在济源产

城融合示范区，记者来到河南大学纳米
材料工程研究中心中试实验基地，纳米
材料化学工艺、化学工程、化工机械以及
聚合物、环境化学、油田化学等一批应用
技术，在这里实现成果转化，“基础研究
—工程技术开发—产业化”的科技成果
转化体系已经形成，纳米材料从科学研
究向工程技术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被打
通。

在济源示范区，起到钝化重金属作
用的纳米修复剂这一研究成果得以应
用，效果显著，对重度污染土壤中铅、
镉、砷的钝化效率可达 90%以上，同时
在新乡、开封等地的多个地块进行大田
试验。

针对低品位油田，他们开发出的纳
米聚硅减阻增注剂和纳米二氧化硅表面
活性剂可调高原油采收率，在水驱采收
率为19%的基础上提高采收率22%。

以点带面加快推动学科建设蔚然成
风，实践淬炼培厚青年人才担大任的成
长沃土，需求导向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担当使命、勇争一流，新工科发
展的创新精神，始终是河南大学“双一
流”学科建设的鲜明标识。③8

“新三科”
阔步“双一流”

新工科：社会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

66月月 44日日，，扶沟县韭园镇董村村民在麦收结束后扶沟县韭园镇董村村民在麦收结束后，，立即进行立即进行抗旱浇地抗旱浇地。。由于连日高由于连日高
温少雨温少雨，，该县日出动抗旱机器该县日出动抗旱机器11万多台万多台（（部部）、）、11..22万人次进行抗旱抢种万人次进行抗旱抢种。。⑨⑨33 谷志方谷志方 摄摄

土门村“剥”出亿元大产业

群众要脱贫，乡村要振兴，发展产业是根本。

并无皂角资源优势的土门村，从寂寂无闻到

成为全国最大的皂角集散地，有赖于当地群众善于发现商机、敢于把

握商机。

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之年，河南需要更多的土门村，不

囿于自身资源禀赋，解放思想、向外突破，嫁接优质资源，培育出贴着

自己气质标签的优势产业，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