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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长岭

8月 20日，秋雨绵绵，在襄城县山头
店镇的田野里，绿油油的大豆正在旺长。

“我今年流转了872亩土地，720亩
种的是大豆。”63岁的襄城县种粮大户
范勋旺打着伞，在雨中察看大豆长势。

当前全省 589万亩大豆进入结荚、
鼓粒期，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那么多秋作物，为啥要种大豆？“大豆
浑身是宝，是乡亲们致富的‘金豆子’。”襄
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晓鹏说。

范勋旺解释，种植大豆成本低，产
量高，价格稳定。和玉米相比，种子、化
肥、农药等投入成本都比较低，一亩地
投入 150 元即可，大豆有固氮作用，可
以节约氮肥；引种河南省农科院的郑
1307 品种后，产量稳定在 250 公斤以

上，多年来大豆的价格每公斤4元以上，
一亩地除了成本能收入千把元。

“咱这大豆获得了无公害食品认证，
我们还是大豆原材料生产基地，销路不用
愁。”范勋旺说，他今年和北京一家企业签
订了购销协议，有多少大豆都不愁卖。

襄城县有种植大豆的传统，全县90
多万亩耕地，今年秋季仅大豆就种了30
多万亩。襄城县农业农村局专家组组
长崔得领介绍，今年襄城县大豆播种比
往年提前了 5天左右，6月 15日基本播
种完毕，抢时早播为丰产打下了基础。

今年雨水较多，对大豆生长整体上利

大于弊，丰收的架势基本形成。技术人员
时刻关注大豆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指导
农民开展防治，目前大豆长势良好。

8月 20日至 9月底，是大豆生长的
最后40天，对于丰产十分关键。“如果没
有大的异常气候灾害，大豆丰收基本成
定局。”崔得领说。

在范勋旺带领下，记者跟随当地农
业部门的同志来到山头店镇蔡冯村大
豆地里，这块大豆地有400亩。

“你看这大豆有啥不一样？”站在地
头，崔得领拉起一片大豆叶子说，这大
豆叶肥大、浓绿，丰产有保障。

崔得领介绍，这块 400 亩的大豆，
在拌种时就使用了纳米铁粉和硅粉，这
在国内乃至世界上也是第一次尝试。
甘肃省科学院专家在与农业专家探讨
时，萌发了把纳米级的铁和硅用于农业
生产的念头，在专家指导下，襄城县大
豆开始试用纳米粉。

“每亩大豆种子，施用1克铁和 2克
硅，拌种之后，还可以在盛花期和鼓粒期
进行喷洒，目的是提高大豆抗击病虫害
等能力，提升大豆品质。”崔得领说，目前
看来，施过纳米粉的大豆叶片大、浓绿，
说明叶绿素丰富，光合作用强。不过，最
后的实验结果如何，还要拭目以待。

“省农科院给我们免费送来高产大
豆种子，每次有新的大豆播种机研制出
来都会给我们用。”范勋旺说，“咱这大豆
有各位专家照顾着，咋能长不好呢？”③5

大豆 头回吃上纳米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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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晓琪

“今天，我想对她说一声
谢谢！”这是河南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医师黄志昂对妻子李
霞的七夕告白。

8月25日，七夕节，黄志昂
和往常一样，早上 7点多就匆
匆出了家门赶往医院。诊室
外，有很多患者在等着他。

工作起来仍然紧张忙碌，
仍然细致严谨，但黄志昂心里
有一个暖暖的期待：不管忙到
几点下班，晚上一定要和媳妇
一起出去吃顿好吃的，重温一
下久违的二人世界。

李霞是河南大学硕士生导
师，这一天她也和往常一样，在
实验室讨论课题，开会研究，做
永远做不完的科学实验。

这对“80后”夫妻，志同道
合，携手成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黄
志昂第一时间报名成为我省
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对
口支援武汉市第四医院；李霞
迅速组建新冠病毒诊断应急
攻关团队，成功研制出新冠病
毒特异性 IgM和 IgG硒标
快速检测试剂盒，为战

“疫”作出了积极贡献。
黄志昂荣获“河南省最美
职工”“开封青年五四奖
章”，李霞荣获“第六届中

国免疫学会青年学者
奖”“第十四届

河南省青年科技奖”。
正是干事创业出成绩的

年纪，在单位忙工作，回到家
忙孩子，浪漫二字仿佛被遗忘
了。可其实，在心底最柔软的
地方，他们都为彼此留着一个
最重要的位置。

黄志昂说：“七夕这一天，
我和很多人一样是在工作岗位
上度过的。能为病患解除痛
苦，看到他们露出笑脸，我觉得
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值得。”但
是，在值得背后，他觉得亏欠妻
子，有点愧疚：“她工作也很忙，
回到家还是忙。特别是在我
支援湖北期间，她承担了繁重
的家务。今天，我想郑重地对
她说一声‘谢谢’！”③5

□本报记者 曹萍

“疫情让我们更懂珍惜。”8
月 25日，中国传统的七夕节，同
为医护人员的王月华和徐国良
夫妇最想说的是“珍惜”，珍惜生
命、珍惜彼此。

今年年初，送行仪式上一句
“王月华，我爱你”，让人们记住
了我省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王月华和她的爱人徐国良，他
们的深情离别令无数人“泪目”。

如今，两人都已回归了平静
的生活，王月华是河南大学淮河
医院肿瘤内科的一名护士，每
天在病房内忙碌。两条街之外
的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
身为泌尿外科医生的丈夫徐国

良，经常在手术室里一站就是几
个小时。

七夕这天，已经结婚十几年
的王月华夫妇只是中午抽空一
起吃了顿火锅。“平时很少能聚
在一起吃午饭，也算过节了。”徐
国良笑着说。

其实，徐国良还是精心准备
了一个“小惊喜”，饭桌上他拿出
了特意给妻子买的新手机。“谁让
你买的，我这个还能用呢。”王月
华接过手机，嗔怪中透着感动。
原来，在武汉奋战的 60天里，王
月华每天都要用酒精给手机消
毒很多遍，回来后发现手机不太
好用了，随口抱怨了一句，徐国良
却记在了心里。

由于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高强
度工作，王月华从武汉返回后，一
时间没有完全调整过来。徐国良
细心地发现了妻子的变化，就主
动承担了更多照顾孩子的任务，
花更多时间和妻子聊天谈心。

“我在武汉的时候，他给
我画漫画、打电话，是我最坚强
的后盾，‘军功章’有他的一大
半。”这些话王月华很少跟丈夫
说，但他们彼此心照不宣。

没有甜言蜜语，没有鲜花
美酒，在火锅沸腾的“咕嘟”声
中，王月华和徐国良聊工作、
唠孩子，烟气升腾中是爱情
最真实、最美好的样子。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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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中原地区第一
条市域铁路——郑州航空港区郑州
机场至许昌市域铁路（以下简称“郑
许市域铁路”）建设取得新进展，许
昌段开始铺轨。

8月25日 10时 30分，在郑许市
域铁路许昌段施工现场，高大的龙
门吊横跨在高架桥上，挥动“臂膀”
吊运建筑材料；无砟轨道上，刚刚落
下一组50米长的钢轨，10多名施工
人员完成了落轨位置的精准调整，
并记录下技术参数。

“这是郑许市域铁路铺下的首
组钢轨。”中铁十六局集团郑许市域
铁路工程指挥部第三项目经理部副
总工程师王秀说，这里位于郑许市
域铁路许昌段新元大道站至昌盛路
站区间，被确定为铺轨施工试验段

建设的场所。
“铺轨施工需要一个尊重规律、

循序渐进的过程。”王秀介绍，在全
面铺轨前进行试验段建设，目的就
是为后期大规模铺轨施工积累经
验、提供数据。按照计划，他们要设
置 3个铺设区间作为试点，目前施
工的是第一个铺设区间。

郑许市域铁路是国内第一条连
接两座城市核心区域的市域铁路工
程，南端以京广高铁许昌东站为起
点，贯穿中原城市群郑州—许昌产
业带的核心区域，最终进入郑州机
场综合交通换乘中心。目前，全长
33.7公里的郑许市域铁路许昌段累
计完成投资 41.8 亿元，土建工程完
成77.6%。③8

郑许市域铁路许昌段开始铺轨
系国内首条连接两城核心区域的市域铁路

◀8 月 25 日，河南省
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朱
世超为同为护士长的妻子杨光宇送
上鲜花，随后两人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
作中。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按照统一部
署，全国农民工工作第三督察组来我省
开展督察。8月 25日，督察工作汇报会
在郑州举行，督察组组长易军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长尹弘主持会议并就配合做
好督察工作提出要求。

易军介绍了督察工作安排，对做好
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农民
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在加快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农民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对农民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对农民工就业服务、根治
欠薪、农民工失业保障等作出了明确部
署。要提高思想站位，认清全国农民工
工作督察的意义，通过督察工作推动各
地完成好农民工工作重点任务，确保中
央精神不折不扣地落实落地。要改进工
作方式、强化工作落实，突出重点督察内
容，在做细做实上下功夫，深入核查访
谈、调查研究，准确反映真实情况，高标
准完成督察任务。要周密组织、严守纪
律，转变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遵守
防疫规定，确保督察工作顺利有序开展。

尹弘表示，河南是农民工大省，省
委、省政府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把农民工工作作为事关全局的重
点工作来抓，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通盘
考虑教育、社保、社会治理等因素，出台
针对性政策措施，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创造就业机会。疫情发生后，通过健康
码互认、专车送达、跟踪服务等方式，加
强与用工地对接协作，有效解决农民工
返岗复工、回流等难题。

尹弘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站位，
高度重视督察工作，以虚心态度、良好作风和扎实工作接受检查和指导。要
全力配合，服从督察安排，如实汇报工作，确保督察组掌握准确信息、了解真
实情况。要对照要求，抓好督察发现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补齐农
民工就业工作漏洞和短板。要持续加力，扎实做好稳就业各项工作，确保全
省就业局势稳定。

戴柏华汇报了我省农民工工作情况。督察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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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河南
企业企业

□赵力文 王晗

你的废料就是我的原料！吃废
物，生产水泥，水泥企业也能变身“清
道夫”。8月 19日凌晨，洛阳中联水泥
有限公司的生产区灯火通明，工人们
正在紧张有序忙碌着，据了解，这是该
公司今年新上马的水泥窑协同处置固
废危废项目对接现场，随着热盘炉顺
利推入回转窑，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又
向前跨进了关键性的一大步。

“10月底建成后，每年可吃掉14.8
万吨废弃物。”该企业党委书记、总经
理冀亚琼介绍，这个项目就是利用企
业目前日产 4500 吨的新型干法熟料
水泥生产线，将废弃物引入水泥窑中
进行高温煅烧，从而实现无害化、减量
化和资源化处理。

“由于水泥回转窑内高温工况和
碱性环境，处置市政固废或工业固体
废物等有着独特优势！”有关专家表
示，水泥窑炉温度高达 1400℃以上，
废弃物中有毒有害的有机物成分将被

彻底摧毁，烧不尽的残渣则直接转化
为水泥产品，用废弃物代替燃料一方
面降低了水泥生产的能耗，另一方面
又降低了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

用水泥窑炉“吃掉”城市、工业废
弃物，正成为近年来水泥企业绿色转
型发展的新趋势，成为我国降低环境
污染，促进经济循环的重要手段。洛
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成为率先“吃螃
蟹”的水泥企业之一。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更
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为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实
现的路径。同时，党的十九大提出着

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强固体废弃
物和垃圾处置。

固体废物尤其危险废物处理难，
是当前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严重和紧迫
的问题。危险废物在处理时，由于特
殊性和危险性，处理工艺和处理技术
设备不当，不但处理效果差，而且极易
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而以往常用的
填埋、焚烧等传统技术方法，在处理固
体废物时均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问
题。相比较而言，新型干法水泥工艺
本身具有温度高、热惯量大、工况稳
定、气量（流）在窑系统滞留时间长、湍
流强烈、碱性气氛等特点，有着有机物
分解彻底、有效消解二噁英、避免产生

“二次污染”、无灰渣排放、无害化程度
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等优点，最终灰渣

进入水泥熟料产品。特别是水泥窑协
同处置技术在处理含重金属固体废物
时，可有效固化重金属，有着得天独厚
的明显优势。同时，单个水泥窑协同
处置危废项目处置规模约为传统危废
焚烧处置项目的5~10倍，同等规模的
投资额仅为传统危废焚烧项目的 1/3
左右，投入产出比约为传统危废焚烧
处置项目的15~30倍。

河南作为传统水泥生产和消费大
省，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水泥行业
向新型绿色产业转型。发挥水泥窑炉

“一窑多用”功能，合理规划水泥窑协
同处置，成为转型方向。

水泥企业不再是单纯生产水泥的
企业，而是变身为“城市净化器”，与城
市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为综合利用

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提供了一条有效
途径，将成为促进整个河南水泥工业
尽早实现绿色转型升级的“敲门砖”。

近年来，我国多家企业尝试利用
水泥窑协同处置各种固体废弃物，水
泥窑排放的废气经监测，完全达到国
家标准，水泥产品的质量指标符合国
家标准，技术日趋成熟。

“循环化”“无废城市”“生态环境
净化者”，这在以前跟水泥企业根本不
搭边的词汇，如今，成了水泥行业实现
绿色发展，壮大循环经济，营造碧水蓝
天的高频热搜关联语。

据了解，洛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的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危废项目建成
后，在处置工业固废、危废的同时，还
可采用优先处置该公司所在地汝阳县

城市固废的模式，实现企业和政府
双赢。

汝阳县有关负责人表示，洛阳中
联水泥有限公司作为央企，自投产以
来，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水泥
窑协同处置固废危废项目不仅是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更是城市
环境治理的重要抓手。

可以期待的是，洛阳中联水泥有
限公司协同处置项目建成投用，将极
大地提高资源回收利用，为助力汝阳
县乃至周边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提
高当地居民生活环境质量打下坚实
基础。

（更多内容详见第十版）

水泥企业变身“清道夫”
——洛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上马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危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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