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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一粒大豆拥有多少个基因？4万
个！”

“你知道吗？大豆的原产国是中
国。大豆在中国已有 5000 多年的种
植史。”

仲夏时节，记者在安阳市北关区柏
庄镇的大豆试验田里，采访了我国大豆
育种专家、安阳市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所长、河南省优质大豆改良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徐淑霞。性格开朗的她，
上来就给记者上了一堂大豆知识普及课。

“我要让大豆变‘金豆’，多育好种
子。”20多年来，徐淑霞从事的工作，就
是将大豆的基因进行排列组合，“优生

优育”，破解大豆丰收的密码。
一个大豆新品种，从开始培育到

最终通过审定，一般要经历10年到 12
年的时间。而她仅用8年的时间，就培
育出叫响全国的“安豆203”。

长期以来，我国大豆亩产一直在
150 公斤上下。而“安豆 203”具有结
荚多、籽粒大、抗病、抗倒伏等诸多优
点，亩产大大增加，颇受农民喜爱。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1999年开
始，徐淑霞从农业植保转到大豆育种
研究。她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
用到了育种上。

育种是个辛苦活。从整地、施肥、
划行、分区及布置试验、播种，到田间观
察记录、抗病鉴定及大田管理，再到授
粉杂交、选择材料，分类收获、晾晒……

徐淑霞的脑海里整天装着大豆。
“育种，有时比养孩子还费功夫，特

别是遴选品种，必须要纯手工处理。”徐
淑霞说，“最难的是下雨后，上边晒、下
边蒸，在地里蹚来蹚去选豆种。走出大
田，鞋里灌满水，浑身泥乎乎。”

为培育优良的大豆新品种，徐淑霞
经过从北到南近 2500公里的跋涉，从
安阳到海南基地加代繁育良种。近20
个春节，她放弃与家人团聚，在海南大
豆试验基地度过。“大年初一，她还拉着
我到大田里收割豆子。”同事陈亚光说。

对大豆育种深入骨髓的爱，让年
过半百的徐淑霞依旧坚持在科研一
线，奔走于田间地头。

“她的眼特别‘毒’，能从绒毛的颜
色、花色、叶型，判断出品种是谁选育

的。”同事王凤菊说，“徐老师心中始终
有一个梦想，就是要选育出更优良的
大豆品种，让农民增收致富。”

“我种植的460亩‘安豆203’，平均
亩产 560斤。”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兴
福镇付园村村民付振生笑得合不拢嘴。

农民丰收了，徐淑霞也喜不自禁：
“我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看到成千
上万亩‘安豆203’的时候，心里非常激
动，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

目前“安豆203”是我国黄淮海地区
的主推品种，去年推广面积 100 多万
亩。她带领的团队研究的大豆疫霉根腐
病抗性基因定位，已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在谈到未来时，徐淑霞坦言：“中国
是大豆的故乡，河南是种豆大省，我们
一定要研发出最好的大豆种子！”③8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日前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互致信函，就两国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中阿人
民同舟共济、相互支持，体现了两国
人民的深厚情谊。当前，中国和阿根
廷等拉美国家都面临抗疫情、稳经
济、保民生的艰巨任务。中方愿继续
同阿根廷积极开展抗疫合作，并向阿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习近平强调，
中方坚定支持阿方为维护国家稳定

和发展所作出的努力，愿深化两国各
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推动中阿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费尔南德斯表示，感谢中国政府
和人民为应对疫情所付出的巨大努
力和在国际抗疫斗争中发挥的领导
作用，特别感谢中方向阿根廷伸出援
手。患难见真情，值此特殊时刻，我们
深切感受到阿中友谊之深厚。我坚
信，我们正在开启两国关系的辉煌时
期，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及多边合
作将得到进一步深化。

本报讯（记者 陈慧）7 月 7 日上
午，在焦作市修武县云台山镇百家
岩，由省林业局、焦作市政府共同主
办的 2020河南省野生动物放归大自
然活动举行，96只野生动物在此回到
大自然的怀抱。

当天放归的13种96只野生动物由
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郑州市林业局、焦
作市林业局、安阳市林业局野生动物保
护工作者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成
功救护，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55只；三有保护野生动物41只。

据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主任李万
林介绍，此次活动在放归规模、放归数量
上前所未有；放归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为55只猛禽，也是我省野生动
物救护工作中一次性放归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数量最多的一次。③3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污染物超
低排放改造做得不到位，企业用电用
水要被加价。记者7月 7日获悉，经省
政府同意，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
委日前联合发文，决定对全省钢铁、水
泥企业试行污染物超低排放差别化电
价、水价政策。未按要求完成大气污
染物超低排放改造的，实行用电、用水
加价政策。

去年开始，我省推动钢铁、水泥企
业进行超低排放改造。为推动重点行
业大气污染物减排，持续改善环境空
气质量，根据完善绿色发展价格机制
的精神，我省出台了差别化电价、水价
政策。

加价标准将按照企业“有组织排
放、无组织排放、清洁运输方式”这3项
要求完成情况而定。全部完成污染物

超低排放改造的，用电、用水不再加
价；其中一项未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
用电价格每千瓦时加价 0.01 元，用水
价格每立方米加价0.05元；2项未达到
超低排放要求的，用电价格每千瓦时
加价 0.03 元，用水价格每立方米加价
0.08 元；3 项均未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的，用电价格每千瓦时加价0.06元，用
水价格每立方米加价0.1元。

“这是我省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
经济运行成本，更好发挥价格杠杆引
导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生态环境成本
内部化的政策。”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

境处处长邵丰收表示，政策的初衷是
充分调动企业治污减排的主动性，促
进企业加快绿色发展步伐。

据介绍，钢铁、水泥企业完成超低
排放改造并连续稳定运行一个月后，
可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和
有能力的技术机构，开展监测和评
估。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企业将评
估监测报告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发
展改革部门据此公布差别化电价、水
价。对于新投产的钢铁、水泥项目，
同样执行超低排放差别化电价、水价
政策。③8

□本报记者 周青莎

“赵主任，我们有位76岁的病人骨
折，术后出现呼吸困难，情况危急！请
求转院！”7月3日，周五，晚上8点多，
刚在家放下饭碗，南阳市中心医院呼吸
内科二病区主任赵江的手机就收到了
来自南召县的紧急呼叫。

通过查看网上传来的资料，赵江
初步判断这位病人是由于长期卧床
导致下肢血栓，进而引发急性肺栓
塞，“你们马上来南阳，我现在就去科
里做准备”。

赵江冲出家门，赶到南阳市中
心医院 3号病房楼 5楼，安排救护人
员、制定抢救预案，准备药物和抢救
设备……晚上 10 点 10 分，病人抵
达，立刻被推进呼吸科 ICU。

经过紧张的抢救，病人终于脱离
生命危险。回到办公室，55岁的赵江
坐在椅子上长吁了一口气，这才发
现，已是次日凌晨3点钟。

然而 5个多小时后，他的身影又
出现在病区。“病人昨晚高压一度只有
60毫米汞柱，非常危险，现在情况只
是相对稳定，一会儿要进行会诊，制定
下一步的治疗方案。”赵江对记者说，
他从业31年了，这样高度紧张的夜晚
对他来说再平常不过。“医生会不断面
临新问题，我们的职责就是解决问题，
永远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呼吸科大
夫，赵江无数次与病魔“交手”，回忆
与新冠肺炎疫情作斗争的经历，仍然
让他感到惊心动魄。

1月 21日晚上，赵江接到电话通
知，他被任命为南阳市新冠肺炎救治
专家组组长。第二天下午刚培训完就
接收了第一例疑似病例，晚上又来了第
二例。“疫情来势凶猛，加上病毒的未知
性，我深感责任重、压力大。”赵江说。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战场上，
赵江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他不
仅要根据各县区的病例情况，合理调
配专家资源，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
度，还要组织呼吸、重症、感染和影像
四个专业的专家对上报的每一例病人
进行审核、研判、认证，严格把关，根据
研判结果对危重症和重症患者进行
现场和远程会诊，随时掌握病人的病
情。“医学容不得半点马虎，既要严格
把关每一个疑似病例，确保不漏一
人，又要避免盲目上报，为非疑似患
者的治疗赢得宝贵时间。”他说。

在守护人民健康安全的最前沿，
赵江时刻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本
色。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
川抗震救灾、禽流感和甲型H1N1流
感防控……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
的身影。在疫情防控最关键的日子
里，赵江吃住在医院，常常工作到次
日凌晨两三点。“当时赵主任基本是
24小时值守，有时候半夜还在接电话
远程指导，县里危重症病人的会诊、
救治他都要赶过去参加。”同事张轩
斌医生说，紧张工作的同时，赵江还
时刻牵挂着每一位医护人员的安危，
经常叮嘱他们做好防护。

当全国最高龄新冠肺炎患者仅
用 11天就转危为安，创造令全国瞩
目的“奇迹”；当怀孕 30周的危重确
诊患者顺利进行剖腹产手术，母子都
得到了及时救治；当顶着巨大压力，
为多脏器衰竭的患者排除感染怀疑，
赢得治疗时间……赵江都感到强烈
的职业成就感：“南阳是我省的西南
大门，守好这个大门是我们医务工作
者的职责，也是党员的责任。”

采访尚未结束，赵江的电话铃声
再次响起，“肺栓塞病人的彩超结果
出来了，我得赶紧去看看。”说完，他
起身快步走向病房。③5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
费尔南德斯互致信函

永远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

争做 河南人·一名党员一面旗

辛勤育种收“金豆”

全省钢铁及水泥企业试行差别化电价水价政策

超低排放改造不到位 用水用电要加价
推动绿色发展推动绿色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

我省放归野生动物
规模、数量前所未有

▲
野生动物放归现场。⑨3 瞿潇 摄

强化监督执纪助推工作开展

今年以来，舞钢市纪委监委派驻市
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做实做细日常监
督，切实发挥好派驻“探头”作用，聚焦监
督主业，不断提升监督实效，助推综合监
督单位医保局工作扎实开展。

派驻纪检监察组和局党组各尽其
责，为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共同努力；
纪检监察组与局党组建立健全定期会
商、重要情况通报、线索联合排查、联合

监督执纪等机制，履行好各自职责。
派驻纪检监察组督促该局进一步完

善工作制度，完善党组会、班子会、述职
述廉等制度；进一步落实工作措施，聚焦

“关键少数”和选人用人、药品采购、医保
基金管理使用等关键环节的监督，认真
梳理各科室的廉政风险点，制定落实防
控措施，做好对党员、职工的教育监督和
管理，在日常监督上力求实效。（李文静）

原阳妇幼狠抓党风廉政建设

今年以来，原阳县妇幼保健院以“三
个常态化”为着力点，狠抓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一是坚持廉政教育常态
化。认真组织职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
文件精神，观看警示教育片，开展谈话提
醒活动，关注“清风原阳”等微信公众号，
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把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落实到位。二是坚持制度建设常态

化。不断完善廉政谈话提醒制度与廉政
风险防控制度，逐级签订党风廉政建设
承诺书，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同时把医德
医风、工作纪律、群众满意度等纳入绩效
管理考核指标，规范就诊环境，丰富服务
载体，优化服务流程。三是坚持监督执
纪常态化。坚持“抓在平常、严在日常、做
在经常”原则，紧盯重要时间节点。（潘东）

用真情真意

做好街道统战工作

郑州南阳新村街道以创
建幸福街道为抓手,持之以
恒关爱辖区内台胞台属，积
极推动和谐社区建设。

该街道结合实际情况对
本辖区台胞台属进行摸排、
登记、统计，应统尽统，全面、
准确地掌握台胞台属情况，
并建立好台账，实行跟踪回
访服务，提升动态管理。同
时不断探索做好对台工作的
新思路、新方法，开创对台工
作的新局面，为进一步加强
对台胞台属的管理和服务，
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发挥应
有的作用。

(南阳新村街道)

因郑州市轨道交通 7号线一期工
程路砦站施工需要，近期将对汝河路
（大学中路~勤劳街路段）机动车道进
行全幅封闭。届时，请车辆沿陇海路、
民安路、淮河东路绕行。施工期限：自
2020年 7月 4日起，工期约为36个月，
待施工完成后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道路封闭期间，请广大交通参与
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服从交警及保
通员指挥，合理选择出行道路，注意出
行安全。在此期间，给广大市民出行
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
对郑州地铁建设的支持与理解!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7月 1日

关于郑州市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路砦站

相关道路临时封闭的公告
备受关注的2020年高考已经拉

开帷幕，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
年全国的高考推迟到了 7月 7日，正
值夏季用电高峰，台前县供电公司精
心安排、周密组织，为高考安全可靠
用电保驾护航。

台前县供电公司始终将高考保
供电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为做
好此次保供电工作，早在六月初，该
公司根据以往保供电经验并结合今
年高考特点提前对保供电工作做了
周密部署并制订了详细的保供电方
案。台前县供电公司主动与相关部
门及学校进行沟通，提前对台前县高
考考点等重要地点进行全面检查。
对考试涉及场所的线路、配电房、变
压器、发电机、备用电源等设备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和维护，对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均当场下达整改通知单，
并要求相关负责人立即组织整改，安
排专人全过程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并
严格执行每日巡视，保证运行设备始
终处于健康状态。此外，针对夏季高
温负荷重的问题，完成相关的应急预
案，确保各项保供电工作稳步推进。

高考期间，台前县供电公司进一
步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涉考线路内不
再安排停电检修计划，暂停一切工程
施工，保证 24小时领导带班和值班，
抢修人员全部处于待命状态，全力做
好应对突发事件电力抢修的准备工
作，并加强人员管理，所有保供电人
员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确保不出
现任何纰漏。 （孙阳阳）

国网台前县供电公司
为高考保供电护航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
排，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
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以及其他相关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原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或相关
义务人。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
责任）。

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
为准。

特此公告。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2020年7月8日

债权基准日：2020年5月24日（人民币：元）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借款人

洛阳远大节能技
术有限公司

河南仰韶生化工
程有限公司

洛阳中光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洛阳高隆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洛阳宝骐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平顶山一品世家
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爱心大药房
有限公司

圣光医用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嘉成包装
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亿信通
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亨通粮油食
品有限公司

科尔沁牛业南阳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Z1806LN15609709

Z1509LN15683130

Z1807LN15646598

Z1806LN15628407

Z1805LN15692760

Z1806LN15623575

Z1606LN15654652

Z1610LN15636808
Z1702LN15610459
Z1609LN15629950

Z1603LN15608989

Z1802LN15645979

Z1904LN15612253

Z1907LN15667043

本金余额

6,987,187.43

6,380,000.00

4,481,954.85

6,990,000.00

7,962,915.30

8,650,000.00

5,000,000.00

60,000,000.00

8,700,000.00

9,000,000.00

7,500,000.00

33,870,698.84

担保情况

保证人：河南省春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徐六生
抵押：河南省春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保证人：河南义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焦新民、杨小爱、杨爱菊、朱继中、钱小民、杨慧霞
抵押：河南仰韶生化工程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抵押

保证人：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河南恒日半导体照明检测检验有限公司、洛阳申宝贸易
有限公司、王荣平、王永仁、岳春兰、史现伟

保证人：洛阳新傲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洛阳众源汽车有限公司、河南龙腾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洛阳华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余海发、余海峰、沈聆、张浩、张磊、邓亚楠

保证人：河南新正阳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众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洛阳腾宇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王重阳、刘春玲、张建国、雷正山、王佩、刘凯伦

保证人：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平顶山天元一品实业有限公司、鲁山县尧山天
龙池景区有限公司、李涛、张少越、石信昌、张少一、王俊锋、成雪莲

保证人：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平顶山市仲华堂中药饮品有限公司、周运杰、李俊磊、
李红侠、贾晓丽

保证人：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河南爱心大药房有限公司、圣光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黄洋铜业有限公司、周运杰
抵押：周运杰、普永红、周运修、吕军伟名下房产

保证人：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河南爱心大药房有限公司、夏俊云、戴桂芳

保证人：平顶山市嘉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文亮、曹庆伟、黄祎炜
抵押：平顶山市嘉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房产抵押

保证人：驻马店市富景机械有限公司、河南巨大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王鹏、王海霞、田永富、武
书红、王永、程亚丽

保证人：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李和、张丽君
抵押：科尔沁牛业南阳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抵押、南阳科尔沁肉制品有限公司机器设备
抵押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南阳市利丰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市远通建材
物资有限公司

南阳市超明标准
件有限公司

黄洋铜业有限公
司

河南省豫广市政
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

河南康联安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开启电力实
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新运千山
物流有限公司

新乡市碧波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郑州华晶金刚石
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天成彩铝有
限公司

孟州市雯禹鞋业
有限公司

Z1807LN15646350

Z1708LN15635494

Z1903LN15683559
Z1903LN15699544

Z1509LN15669471
Z1603LN15612301

Z1709LN15657024
Z1709LN15656502

Z1806LN15627053

Z1703TD15642426

Z1709LN15655471

Z1709LN15652060

Z1903LN15602052

Z1610TD15636980

4110012014M100000300

8,955,494.57

7,331,072.08

9,848,681.72

19,900,000.00

9,600,000.00

7,800,000.00

9,999,319.81

9,500,000.00

5,059,739.63

41,200,000.00

32,890,000.00

13,877,804.06

保证人：南阳金开源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南阳市智航商贸有限公司、晁付庆、华亚男、晁
果、王艳艳

保证人：南阳金开源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陈晓宁、张艳、季东坡、陈宛玉

保证人：郑州市众成五金机电有限公司、董俭爽、赵英、张东阳、申琳
抵押：董俭爽、赵英名下房产抵押

保证人：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许昌太平洋铝材有限公司、黄海、赵小灿
抵押：黄洋铜业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抵押

保证人：许昌金满地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鄢陵豫广饮业有限公司、鄢陵县安顺花木有限
公司、鄢陵锦华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鄢陵县远方花木有限公司、许昌市众发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鄢陵锦华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石国停、石云飞、张金磊、牛艳华、郑红玲

保证人：河南康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康新力、雷改焕
抵押：康新力名下房产抵押

保证人：徐耀锋、高泽民、李兰芝

保证人：河南东方企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市新运物流有限公司、新乡市新运交通
运输有限公司、董自文、田菊霞、常魏然

保证人：河南丰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河南省海芋生物发展有限公司、李宏彬、樊雁飞、李霞、
崔利红、吴广贞、樊新全

保证人：郭留希
抵押：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抵押

保证人：河南恒丰钢缆有限公司、河南铂思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马延峰、李晓利
抵押：李浩博、李晓利、赵卫霞、荆民国、刘剑秋、张晓收、康俊锋名下房产抵押，河南天成彩铝
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抵押

保证人：孟州市麦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买吉儒、曹洪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