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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哪干——
一流党建为一流学科发展指引方向

“我们不能依靠投入，只能依靠先进的生
物技术，用技术优势去克服设备和资金劣势，
从而绕开困扰学科发展的基础设施短缺的瓶
颈。”宋纯鹏瞄准方向，与科研团队并肩作战，
为生物学科奠定了发展的基石。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从一开
始就注入了生科人的血脉里。

紧密围绕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重大需求及
河南省的区域特点，瞄准国际生命科学发展的
前沿，宋纯鹏带领团队聚焦“植物逆境生物学”
这一主题开展深入研究。

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的担当精神，从一开始就融入了生物学科的
成长里。

起步虽难，但目标高远，这样的土壤里孕
育出的党建之花，注定是充满活力的。

“1235”党建工作模式中的“1”，即聚焦
“生物学一流学科建设”这一终极目标，在学科
发展中发挥党委的引领和保驾护航作用，为学
科发展注入无限活力。

生命科学学院的党委工作始终与学院的
业务工作紧密相融，聚焦“一流学科”建设目
标，对标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标杆学校生物学
学科建设，制定并实施《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
学院党的建设的意见》，完善分解一流学科建
设方案；推进支部建设“两化一创”强基引领计
划，实施“达标引领”“提质引领”“创优引领”三

大行动，设立功能型党小组，将大家思想统一
到“一流学科”建设上来；启动督导机制，积极
为学科建设“把方向、做谋划、聚人心、抓落
实”，用发展成效检验党建工作实效。

党建如一座灯塔，照亮生物学科前行的道路。

齐心干——
一流党建为一流学科发展凝聚合力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
无不成也。

去年年底，河南大学党委选树了 8个团体
和个人为河大“身边先进典型”，争一流、创一
流、建一流的生命科学学院位列其中。这个团
队之所以能够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和党建的
引领作用、凝聚作用是分不开的。

干事创业关键在人，在人的能力、动力与
合力。“1235”党建工作模式中的“2”，即强化
干部队伍、高层次人才队伍这“两支队伍”建
设，为一流学科建设做好人才保障。

怎样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学院加强班子成
员教育管理，提高班子决策能力和服务水平；公
开竞聘科级干部，使一批年轻同志脱颖而出；组
织“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新上岗基层党务工
作者、中层干部进行专题交流和理论专题研讨；
实施“样板党支部”“党建创新项目”等。

怎样强化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学院设
立人才特区政策，坚持引育并举，实施“青年英
才伙伴”计划，以学科领军人才、优秀青年人才
等为重点，强化服务和引导，营造有利于激发
各类人才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卓越氛围，造就一

批学术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近年来，
学院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 30多位，培养各类
高层次人才10余位。

要想加快发展，必须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
性主动性。“1235”党建工作模式中的“3”，即发
挥好政治引领作用、凝心聚力作用、监督落实作
用三个方面的功效，为一流学科建设保驾护航。

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学院党委落实好“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
领导，注重强基铸魂、质量提升、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把握新时代思政教育的时代
特征、价值导向和发展动力，通过学习宣讲、选
树典范、加强内部治理等方式，凝聚政治共识，
增强“四个意识”，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学院党委以凝心聚
力谋发展为核心，积极推进党务、院务公开，调
动全院教工参与学院改革发展的主动性、积极
性和创造性；开展“高层次人才创享讨论”“青
年英才成长成才讨论”“管理人员思想大讨
论”，定期召开“发展规划大讨论”“办学理念教
育思想大讨论”“科研团队与方向凝练大讨论”

“社会服务项目大讨论”，深化内涵和质量建
设，积极探索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道路。

发挥监督落实作用。生命科学学院进一
步加强和完善学院党委、行政的共同负责制，
院内重大事项由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在
工作推进中，明确党委抓全面、促落实，班子成
员抓具体的工作责任制。成立学院重点工作
督导小组，抓住“关键少数”“重点领域”，保证
工作有效推进。

怎么干——
一流党建为一流学科发展提供战斗力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在河南大学，
党建工作和学科发展绝不是“两张皮”，党建工
作已成动力源，强力助推学科发展。

“1235”党建工作模式中的“5”，即助推卓
越人才培育、重大科研创新、文化传承铸魂、平
台建设拓展、社会服务提升等“五项工程”，从
而实现学科内涵式发展。

助推卓越人才培育工程。生命科学学院与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联合设立“菁英
班”，采取“本硕博”连读，专家学者授课、暑期学
校、夏令营等相结合协同育人模式，培养高层次创
新人才；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明德计划”，瞄
准“生命科学领域的未来领军人物、一流拔尖人
才”，实行小班授课、双语教学、国际化培养；推进

“本科生全员导师制”，实现“点对点指导，全方位
培养”；开展“卓越生科沙龙”，注重传统文化熏陶、
夯实人文精神，注重学术文化引领、传承创新精
神，注重特色文化浸润、发扬大学精神，实现“三
化”育人；开展“院领导午餐会”，全面了解学生需
求，加强教学、管理等各方面建设……

助推重大科研创新工程。生命科学学院党
委加强政治方向的把控，确保科研方向的正确
性。学院科研聚焦生物与农业重大科学问题，打
造“逆境生物学与可持续农业”这一具有鲜明特
色和优势的研究领域，开展重大攻关研究；在作
物抗逆机制及遗传改良、赤霉素和假尿苷修饰在
逆境生物学中的作用、生物与环境互作、昆虫发

育生物学、生物医学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
成果。近年来,获批国家重点项目 10余项，在
Cell、Nature子刊等生物学顶级期刊发表代表
性成果80余篇，生物学自然指数2019年上升17
名……支撑和保障了一流学科稳步前行。

助推文化传承铸魂工程。生物学科实现跨
越式发展，得益于“学无止境 境如生命”的创新
文化，这种文化让生物学学科有了灵魂和发展
的动力，让科研的学术思想有了传承和发展。
学院不断挖掘王鸣岐、郝象吾等老一辈生科人
的事迹，弘扬、传承生物学学科文化和百年河大
精神底蕴。以校园文化精品建设作为以文化人
的有效载体，凝练成了“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的
卓越生科精神和“敬业 诚信 务实 创新”的院
风，学院创新文化正在不断地传承、升华。

助推平台建设拓展工程。生命科学学院
党委积极跟进学科自身科研平台增设和“学
科+”计划，保证平台建设围绕发展大局。经过
努力，2019年获批建设“省部共建作物逆境适
应与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大别山森林生
态系统河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联合国
内 9家优势单位，成立“河南大学现代农业与
生物技术研究院”，并建立合作基地；联合校内
药学、医学、计算机、数学、化学、物理和材料
等学科，成立“生物纳米交叉研究中心”“多组
学联合研究中心”和“生物信息中心”等交叉
研究中心；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共建“河南
大学——麦考瑞大学生物医学联合创新中
心”。“生物学+”的学科带动效应已初具成效。

助推社会服务提升工程。生命科学学院党
委积极推进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科技创
新和成果转化，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提升
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学院以前沿生
物技术服务河南省、黄河中下游农业可持续性发
展，在江苏、陕西、海南、河南4省建立推广示范
基地12个，育成农作物新品种10个，示范推广
200余万亩；培育的“反季节菊花”在2019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获多项殊荣，为当地经济带来增
收；新建荥阳桃花峪黄河滩涂系统研究站,通过
对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思考和战略布局，提
出可借鉴的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对促进河南
省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将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正如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卢克平所说，“‘双
一流’建设是我们提升发展的重大机遇，更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河
南大学要勇于担当，厘清思路，积极作为，要以
一流党建促一流学科发展，以一流党建为一流
学科建设凝心聚力、保驾护航！”

至善岂有终极日，征途正未有穷时。河南大学
正以“功成不必在我”“成功路上必有我”的胸怀和境
界，凭着韧劲、拼劲，在自强不息中成就新辉煌。

风 正 一 帆 悬
——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一流党建促一流学科发展

1987年，河南大学生物学科从零起步。当
年，在空无依傍的局面之下，蔡兴元、傅蔚霞、张
居太等先生坚持“高起点、彰显特色”的理念重
铸河南大学生物学科。在他们的精神理念影响
下，面对一穷二白的艰难局面，河南大学生物学
科带头人宋纯鹏（现任河南大学校长）信念坚
定，立志于困境中蹚出一条路：“一定要把实验
室建好，干出一番事业来！”

而今，当年的实验室已发展壮大到两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2017年，河南大学迈入国
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生物学科也入选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建设好一流学科”
成为了每一位生科人的呐喊。“如今的河南大
学生物学科，凝聚了创业初期艰苦条件下建
设者们的心血和汗水，也凝聚了一代代生科
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初心和坚守。”回首来
时路，宋纯鹏颇为感慨。诚然，“学无止境 境

如生命”的生科文化、“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
的奋斗精神、“自强不息 百折不挠”的河大精
神，已融入每一位生科人的血脉。

短短 30年，这巨变，这传承，这跨越式
发展，党建引领是始终不竭的力量源泉。

“汲取河大精神、河南精神中的丰厚养
分，不忘爱党报国的使命担当与服务人民的
家国情怀，成为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建
文化基因。”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
记赵东保说，聚焦“生物学一流学科建设”这
一终极目标，生命科学学院逐步探索出
“1235”党建工作模式。

“向党建要发展成果、向思想政治工作
要战斗力”，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以一流
党建促一流学科发展，二者交互融合、互促
共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多个
领域的发展路径愈发明晰。

□张亚歌 史晓琪 杨建涛

河大生科院党委组织师生党员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讯（记者 陈慧）记者 6 月
28 日从河南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获悉，随着繁殖季结束，该保护区
今年野外朱鹮繁殖巢数和繁育数量
都较去年有所增长，野外再添 33只
朱 鹮 幼 鸟 ，野 外 种 群 数 量 已 有 约
200只。

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罗
山县南部，总面积4.68万公顷。该保
护区内动植物资源丰富，鸟类占我省
鸟类总数的 80%以上。“朱鹮迁地保
护及种群复壮”属国家重点野生动物
保护拯救工程。2007年该保护区引
入朱鹮种源 17只，2013年开始野外
放飞，到 2018 年共分 4 批放飞 100
只，2017 年野外朱鹮子二代出生。
自 2014 年以来，该保护区内的朱鹮
自然繁殖幼鸟数量稳步增长，今年创

纪录达到33只。
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监

测工作站副站长蔡德靖说，今年共发
现朱鹮巢 22个，15个窝成功繁殖 35
只幼鸟，其中 2窝是 4胞胎；有 2只幼
鸟受蛇攻击死亡，其余 33只顺利出
飞。今年有两个利好因素，一是野外
成年朱鹮数量基数大配对多，二是食
物来源丰富，群众保护意识强，人为
干扰少。

今年朱鹮繁殖期间，该保护区
与中科院动物所联合对野外自然繁
育 的 11 巢 29 只 小 朱 鹮 进 行 了 环
志。环志即为朱鹮佩戴具有唯一编
码的金属环和彩环，相当于“身份
证”，对于了解朱鹮谱系结构、栖息
范围扩散及研究朱鹮种群复壮具有
重要意义。③3

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喜添33只野外朱鹮“萌宝”

董寨国
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的 4
只朱鹮正在
休憩。⑨6
本 报 记 者
陈慧 摄

商丘打开华东新通道
商合杭高铁全线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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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刘梦珂）6月 28日上午，商合杭
高铁合湖段正式开通运营。这标志着商
合杭高铁全线贯通，商丘到杭州最快仅
需2.5小时。

“这下方便了，一天就能打个来回。”
听说商合杭高铁全线贯通，宁陵县义江
民族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朝印高兴地
对记者说，“公司总部在浙江，我经常两
地跑，就希望商合杭高铁早日开通。”

商合杭高铁贯穿河南、安徽和浙江
三省，是中原与皖浙、西北和华北南部
间高速铁路的主通道。去年12月 1日，
商合杭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已开通运
营。商合杭高铁设计为双线客运专线，
正线设计速度目标值为每小时 350 公
里，在商丘境内设商丘站、商丘东站两
座车站。

记者当天在商丘东站看到，可容纳
1500余人的候车室，乘客并不多，实名
制验证闸机、检票闸机等设施一应俱全。

“商丘东站相对于商丘站车次较少，
客流量相应也少。”该站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商丘站和商丘东站目前已设进站实
名制验证闸机10台、候车厅检票闸机26
台、出站验证闸机8台，已经实现了电子
客票全覆盖，可以满足旅客持二代居民
身份证快速进出站的需求。

据悉，自7月 1日起，商丘站经商合
杭高铁往返杭州东方向将新增列车 2
对，G3116/3次郑州东—杭州东，商丘站
发车时间为9：31；G3114/5杭州东—郑
州 东 ，商 丘 站 发 车 时 间 为 19：22；
G3198/5次西安北—杭州东，商丘站发
车时间为 10：48；G3196/7杭州东—西
安北，商丘站发车时间为20：23。③3

阜阳

商合杭高铁
线路示意图

图图//王伟宾王伟宾

▼ 6 月 28 日，
商合杭高铁全线贯
通。图为工作人员
和旅客在列车上合
影。新华社发

中原长三角 双轨加速跑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6 月 28
日，记者从郑州市相关部门获悉：郑
州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高架
主线今日试通车。这意味着郑州城
市交通将进入“双环+井字”的快速
路网时代。

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是
郑州主城区“两纵两横两环”快速路
网系统中的外环，由大河路、东四环、
南四环及西四环组成闭合环线，途经
郑东新区、经开区、管城区、二七区、

中原区、高新区、惠济区、金水区，路
线全长约 93.3 公里。全线共有立交
桥匝道和上下桥匝道187条。

需要提醒的是，目前南四环金岱
路至经南八路段因开工时间较晚，且
与高速公路、铁路等交叉，暂不具备
开通条件。

据了解，四环除高架主线建设
外，部分路段地面道路施工还在进行
中，预计全线施工建设任务将于年底
前完成。③9

郑州市四环高架主线今日试通车

（上接第一版）从“一穷二白”到“中原鞋
都”，这仅是商丘承接产业转移成果的
一个缩影。

商合杭是一条高速铁路线路，也是
一条产业转移线路。眼下，杭州的部分
产业正在向外转移，商丘如何借助商合
杭高铁巩固优势，以更开放的姿态吸引
更多的杭州企业家？或许，安徽黄山的
发展经验会带来诸多启示。2018 年，
黄山被批准加入杭州都市圈合作发展
协调会，成为杭州都市圈唯一的外省城
市，这标志着新安江上下游的黄杭两地
从“共饮一江水”迈向“共享一个圈”。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李曦辉
说，黄杭两地长期经贸互动频繁，合作
开办企业 500 家，累计投资近 400 亿
元，有10万余人往返两地工作和生活。

人缘，更加相亲

在浙江义乌工量具市场流行着铿
锵有力的一句话——想买工量具，就找

商丘虞城人！
同义乌人最初“鸡毛换糖”的创业精

神一样，一群来自豫东大地的虞城人靠
提篮小卖、肩扛手提的方式，从推销家乡
的卷尺产品开始，硬是创造出同样的创
业神话。义乌市河南商会常务副会长
魏万江说，虞城工量具产品占整个义乌
工量具市场总量的 90%以上，“虞城价
格”是世界工量具生产和流通的指导价
格，成为世界钢卷尺市场的“晴雨表”。

河南是劳务输出大省。商丘是河
南的劳务输出大市，每年外出务工或创
业的人员大量涌向浙江地区，主要在宁
波、金华等地级市和义乌、慈溪等县级
市。“过去父辈们坐着‘绿皮车’务工，现
在‘90后’们坐着‘复兴号’务工。”商丘
市福永劳务输出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勇
锋说，“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是外出
务工的主力军，他们的突出特点是通过
务工改善生活、融入城市。

商合杭高铁为豫皖浙三省带来奔涌
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深化区域
合作促进协同共赢已成为大势所趋。③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