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曾鸣

一粒种子，关系着中国人的饭碗安全。近日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 2021年要抓好的 8项重点任务，
其中之一就是“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

1月 2日，记者从省农科院获悉，我省大豆育种团队再
获新突破，由省农科院与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联合
选育的大豆新品种“郑1307”平均亩产达309公斤。

这是全国唯一连续两年实收百亩、亩产超过 300公斤
的大豆品种。“通过良种良法配套、农艺农机结合，让黄淮海
地区大豆大面积亩产300公斤以上成为可能。”中国农业科
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常汝镇表示。

在辉县市占城镇东樊村，说起 2020年的大豆丰收，种
植大户王敬军感慨万千，“2018年大豆几乎全部绝收，2019
年小面积亩产只有170公斤，像2020年那样的丰收景象已
经很久没见过了。”

2020年，在当地农技推广部门的指导下，王敬军流转的
110亩地全部种植“郑1307”，通过种植技术和农机配套的提
升，和2019年相比产量近乎翻番。“按照2020年5元/公斤的
收购价来算，效益真不错，今年准备再扩种100亩。”王敬军说。

“高产稳产的诀窍就在这品种的粒型上。”品种选育人、
河南省农科院研究员卢为国说，“郑 1307”属于小籽粒品
种，更容易出苗保苗，灌浆速度也更快，受天气等不利影响
小，稳产性强，且叶片较小，更耐密植，增产潜力大。继
2019年实收 100.4亩、亩产 303.1公斤之后，该品种再次创
造百亩实收亩产超300公斤的全国高产纪录。

大豆要高产，品种是核心。“郑1307”在2019年通过国审
和河南省审定，抗倒伏抗裂荚，落叶很利索，非常适合大面积
规模化种植。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的成立，将建立新
的育种创新机制和成果转化机制，加速该品种的推广应用。

我国大豆需求量巨大，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多途径扩大种植面
积。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选育突破性品种，辅之以合理
的栽培管理措施，大幅度提高单产，才是有效的解决之道。

“近两年的大豆育种进展显著，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
使我们的粮食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对保障粮食安全
有重大意义。”卢为国说。③9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年底前，我们生产的两套价值
1400 多万元的‘专用数控加工中
心’，已发往长沙义和车桥公司。新
年刚开局，今天我们就给湖北一家车
桥厂签订了一份专用设备大单。”1月
2日，安阳三一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程建安眉开眼笑地告诉记者。“专”字
让企业品尝到了甜头，也让企业做
强、做精、做优。

这家企业,人员从 17 年前的七
八个人，发展到眼下 40 多人，成了

“小巨人”科技型企业。产品从生产
零配件的加工机床、普通机床、通用
数控机床，再到如今的专用机床，实
现了在创新中蝶变。

程建安告诉记者：“产品突围，首
先要从思想上破冰突围。以往都是

‘我产什么你买什么’，以产定销，可
这条路越走越窄。”

危则思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
不少汽车生产厂家加工汽车前轴，一
根前轴需要在多种不同的机床上轮换

加工才能完成，费力费工。于是我们
将数字技术与传统设备制造业融合，
研发了汽车专用数控机床。”程建安说。

这种机床加工汽车前轴，可前后
左右上下转动，自动换刀，一台机床
就能完成铣床、钻孔、镗孔等工序。
如今，国内已有 8家大型汽车生产厂
家主动上门订购。2020 年前 11 个
月，企业的产值已达3600万元。

大浪淘沙，同样被市场洗礼“逼”
出来的，还有安阳“老字号”企业——
鑫盛机床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生产机
床有70多年的历史。

来到鑫盛机床车间时，副总经理
苏春堂正摊开图纸，与技术人员讨论
客户需求。他向记者介绍：“前不久，
我们根据柳汽集团提出加工车桥零
件的要求，在通用数控机床基础上，
增加一套床鞍装置及回转尾座，确保
了零件加工精度，生产效率倍增。”

目前，鑫盛机床已进入汽车、油
田、煤矿、航空等不同领域，根据客户
不同需求，生产定制化专用机床，专用
数控机床占到所有产品的70%以上。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雷
红丽 施书芳）仅用 7个月建设时间，
国内首个航空电子货运信息服务平台
在郑州机场亮相。2020 年 12 月 30
日，郑州机场航空电子货运信息服务
平台正式上线。自2021年起，该平台
将在郑州机场进行实单业务应用测
试，修改完善后向民航业复制推广。

电子货运是航空物流未来发展
趋势，但目前国内航空物流信息化总
体水平，还不能适应航空货运业务发
展的需要。为此，2020年 5月，民航
局确定在郑州机场开展航空电子货
运项目试点。

“在民航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
局、郑州海关等单位的指导和支持
下，郑州机场按时完成了航空电子货
运信息服务平台整体功能的研发和

建设，这是郑州机场为加速推动航空
物流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
型，激发企业创新发展内生动力的一
个重要里程碑。”河南机场集团负责
人介绍，该平台具备政府监管、综合
查询统计、企业公共服务和增值服务
4大核心功能，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
是把货运全流程涉及的所有单证全
部电子化，完全取代纸质版运单。此
举为全行业航空物流互联互通平台
建设提供了新实践、新理论、新方案，
对于构建中国航空物流现代化、实现
民航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该平台将进入实际业务
应用测试环节，河南机场集团将邀请
航空公司、货运代理人等单位参与平
台的应用测试，做到实用、适用、好
用。③9

□薛世君

作为我国“西电东送”的标志性工

程，“青豫直流”工程一头连着清洁能源

资源丰富的西部，一头通向经济社会用

电需求不断增长的中部，且具有投资

大、产业链长、带动力强、经济社会效益

显著等优势，对于助力“六稳”“六保”、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拉动经济增长、加

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具有重

大意义。

“电力天路”连结青豫，青海“绿电”

汇入河南电网，流向工厂、企业和千家

万户，不仅为西部利用清洁能源脱贫

致富作出积极贡献，对于促进河南能

源转型和节能减排、污染治理，带动新

经济发展、产业链跃升，有力保障河南

“十四五”时期发展，助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等，也

发挥着并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尤其是，作为全国乃至世界首条专

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设的特高压大动

脉，“青豫直流”工程不仅在建设过程中

处处体现了“绿色”理念，也实现了清洁

能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充分展现了我

们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的光明前景。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二氧化碳排

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力争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加快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宣

示了中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坚定决

心。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

刻革命，“青豫直流”工程则是绿色发展

惠民生的一次极佳示范。有序推进“青

电入豫”工程和“西电东送”能源战略，

不断提高驾驭和使用清洁能源的能力，

齐抓生态文明建设、同走绿色发展之

路，我们定能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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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豆
高
产
的
﹃
育
种
密
码
﹄

从“通用”到“专用”
——安阳传统制造企业以需求撬动智能化改造

□本报记者 宋敏

2020年年末，±800千伏青海—河
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青
豫直流”工程）全面竣工投运。

“‘青豫’号绿色特快专列自去年 7
月 15日‘启动发车’后，已送达多批‘旅
客’，2020年 12月 30日算是正式‘开通
运行’。”1月 2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特高压部主任李应文说，2020年 7月，

“青豫直流”工程双极低端先行启动送
电，截至目前已有超过30亿千瓦时的青
海“绿电”沿着这条空中走廊，从青海来
到河南，汇入河南电网，流向工厂、企业
和千家万户。

一头连着清洁能源资源丰富的西
部，一头通向经济社会用电需求不断增
长的中部，这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为输送
清洁能源而建设的特高压工程。鲜为人

知的是，这条“西电东送”大动脉的建设
过程，也处处体现“绿色”理念。

绿色能源绿色建

绿色防尘网、灰色石子路、蓝色降
尘机、银色设备、红色围栏……记者曾
在“青豫直流”工程建设期走进位于上
蔡县蔡沟镇的特高压豫南换流变电站，
瞬间就被眼前五彩斑斓的景象所吸
引。物料区、施工区、生活区整齐有序，
物件众多但摆放规矩，施工繁忙而井井
有条。

致力于打造“新时代样板工程”，省
电力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施工要求，
贯彻环保理念，健全管理体系，注重施
工细节，有效利用科技，实现特高压豫
南换流变电站建设“土方零平衡、水土
零流失、环境零污染”目标，为清洁能源

输送提供“绿色”护航。
以选址为例，“青豫直流”工程首次

采用“换流站+变电站”两站合并设计的
方案，真正意义上实现同期同址合建，不
设围墙，同一个建管单位，后期统一调
度、运维，共用进站道路、站前区、综合
楼、主控楼、消防与生活生产水源等。经
计算，合建比常规分建节约临建占地面
积约26亩、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大
大提升了环保效果。

施工人员随手捡起地面上的各种包
装和废弃焊条，并分类归存。“每天仅焊
条就可回收100余根，螺丝、螺帽等就更
多了。通过宣传教育，大家都树立环保
意识，积少成多，就能为工程节约大量成
本。”现场电气工程副经理陈维慎说。

照明装LED灯和太阳能灯、洁具用
复合材料代替实木，随手关灯、节约用
水、垃圾分类……环保理念融入所有施
工细节。“这里的防噪要求严过国家标
准，电气安装阶段昼间不超 68分贝、夜
间不超 48 分贝，还没菜市场的噪音
大。”“青豫直流”工程项目常务副经理
周亚辉说。

通过不断探索适合绿色施工的资
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技术，该项目为今后
开展绿色工程建设、降低施工对周围环
境影响积累了宝贵经验。

（下转第二版）

国内首个航空电子货运信息
服务平台在郑州机场上线

“青豫直流”架起绿色发展之路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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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新闻客户端

二氧化硫
9万吨

“青豫直流”
工程每年将输送
400亿千瓦时清
洁电能，约占我
省 年 用 电 量 的
12%

相当于每年相当于每年

减少
燃煤消耗
1800万吨

减排

减排

减排

减排
烟尘

1.4万吨
二氧化碳
2960万吨

氮氧化物
9.4万吨

●直接带动设备生产规模 150亿元

●带动电源等相关产业投资超过 880亿元

●增加就业岗位超过 5万个

●促就业、稳增长成效显著

青海青海
陕西陕西 河南河南

甘肃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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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助力““六稳六稳”“”“六保六保””

名称 ±800千伏青海—河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全长 1563公里

路线 途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 4省 总投资 226亿元

输送容量 800万千瓦 建设 青海海南、河南驻马店 2座换流站

●世界上首个专门为输送清洁能源而建设的特高压工程

●河南落地的第二条特高压直流通道

●我国“西电东送”的标志性工程

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豫南换流变电站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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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1307”高产示范田⑨3 本报记者 曾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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