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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涛）1 月 15
日，记者从省政协获悉，省政协十
二届三次会议以来立案的 1108件
提案已全部办复完毕。

据悉，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以来，政协委员、政协参加单位和
各专门委员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
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我省加快
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关键问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实际问题，积
极建言献策，共提交提案 1328件，
经审查立案 1108件。这些提案着

眼大局、关注民生，充分体现了提
案者的政治站位、使命担当和履职
能力，彰显了专门协商机构的价值
作用。

经过各承办单位认真办理，
立案的提案已全部办结。其中，
承办单位已经解决、采纳或列入
计划解决的提案 1082 件，受条件
限制以后解决或留作参考的提
案 26 件。总体看，提案办理质量
明显提升。提案办理工作有力
推动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有
力推动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
设。③6

本报讯（记者 马涛）1月 15日，参加省
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政协委员陆续抵
郑。

委员们纷纷表示，要实事求是反映社
会热点、难点问题，切实履行政协委员参政
议政、建言献策的职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河南、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绚丽篇章作出应有贡献。

省政协委员付国福带来了题为“品牌
化主推河南农业向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他提出，河南要建设农业强省，必须大力推
进农业标准化建设，打响农业品牌，塑造品
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

针对创新主体如何破解痛点、难点问
题，省政协委员朱明甫建议，由企业出资，
高校或政府提供科研平台，组建创新联合
体，引进高层次人才，借助高校的科研基

础，开展高质量应用创新，从而实现企业低
成本创新，人才零风险创新，高校零出资创
新。

如何更好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
河故事？省政协委员张国晓提出，黄河流
域目前尚没有形成民众普遍认可的文化符
号，希望能够推出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
的黄河文化符号，以实际行动助推黄河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省政协委员王淑敏比较关注内河航道
体系建设的话题，她建议尽快推动唐沙运
河航运工程项目建设，早日实现淮河和长
江两大流域内河航运在中部地区的直接连
通，完善我省干支衔接、江海连通的内河航
道体系。

截至当天 18：00，会议提案组共收到
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建议592件。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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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曾鸣

超级杂交稻亩产突破 1000公斤，海
水稻在沙漠里茁壮生长，“巨人稻”高度可
达 2米……作为水稻科技强国，我国水稻
自给率连续 5年达到 100%，一粒稻谷的

“中国贡献”不断给世界带来惊喜。
我省水稻常年种植面积约 1000 万

亩。“河南稻”育种现状如何？有哪些优
势？又面临哪些问题？近日，记者赴省农
科院采访了相关专家。

南“籼”北“粳”竞中原

说到河南的粮食作物，很多人首先想
到的是小麦、玉米。其实，水稻也占有一
席之地。“曾经全国闻名的‘原阳大米’，就
是河南优质粳米的代表。”1月 14日，河南
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尹海庆介
绍，由于处在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地
跨黄、淮、汉水三大流域，河南是全国典型
的稻麦两熟区，籼稻、粳稻兼有，种植水稻
具有独特优势。

根据气候、生产和品种利用等条件，
我省稻区大体可分为豫南稻区和豫北稻
区。豫南稻区主要包括信阳、南阳、驻马
店等，这里是河南历史悠久的传统稻区，
也是我国最早采用稻麦两熟制种植的区
域，以种植杂交中籼稻为主，部分地区种
植优质粳稻。

豫北稻区则主要是引黄河水灌溉的
沿黄稻区，包括黄河中下游两岸的新乡、
濮阳、焦作、开封等地，种植常规粳稻，是
河南新型的稻米生产基地，也是闻名全国
的优质粳米产地，“原阳大米”就产自这
里。

南“籼”北“粳”，是河南“水稻地图”的
显著特征，由此呈现出品种各异、种植模
式多样的景象。近年来，稻渔共作、再生
稻、直播稻在我省蓬勃兴起。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在桐柏县月河镇沈庄村，通过筛选和培育
适合的水稻品种，古诗词里的优美意境成
了稻渔共作的现实场景。

一年两茬，吨粮田不是梦。在商城县
鄢岗镇曹寨村，千亩连片再生稻基地里，
水稻叶青籽黄，长势喜人。头茬水稻收割
完后，会像韭菜一样，又长出第二茬嫩绿

的稻苗。
像种小麦一样种水稻。在开封市祥

符区杜良乡尚寨村“郑旱10号”直播稻稻
田里，播种机缓缓驶过，播撒种子、覆土覆
膜一次完成。看着这样的播种场面，你很
难想象，这片地里种的竟是水稻。

育种瓶颈咋突破

自上世纪 80年代我省开展品种审定
工作以来，选育或引进通过审定的水稻品
种共有 100 多个，自育品种占 2/3 以上。
北部稻区多采用自育的优质高产粳稻品
种；南部稻区多以引进杂交水稻为主，近
几年来，自主选育的杂交水稻品种数量呈
明显上升趋势。我省先后育成或引进种
植的优质水稻品种有“新稻68-11”“黄金
晴”“豫籼 3号”等。这些新品种，有力地
推动了我省优质水稻的发展。

“但是，并不是品种越多越好。事实
上，河南的水稻品种不是不多，而是过
多、过杂，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主推品
种，一个县甚至种植了上百个品种。”尹
海庆说，一方面缺乏专业的种子公司去
进行推广，另一方面河南的水稻育种人
才相对缺乏。

育种要创新，人才是核心。“育种力量
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品种的研发能力，还影
响到种业发展的水平。”尹海庆介绍，与小
麦、花生、玉米相比，目前我省参与水稻育
种工作的专业人员相对较少，省内高校相
关专业不多，育种机构也缺乏。育种人才
的不足，造成农作物育种基础性、公益性
研究滞后，品种创新缺乏动力，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品种少。

如何突破水稻育种瓶颈？主推品种
选育方向又在哪里？尹海庆认为，应选育
具有抗病、抗旱、可直播等特性的优质水
稻品种，“重点突出品质育种和抗病育种
研究，优质与高产稳产要并重。”

“另外，通过建立常规育种与现代分

子育种技术紧密结合的高效育种技术体
系，可以大大提高育种效率，实现多性状
的同步改造，培育兼顾优质、多抗、高产、
高效节本的突破性水稻品种。”省农科院
粮食作物研究所水稻研究室主任王亚说。

“原阳大米”待复兴

曾经的“原阳大米”风头无两，被誉为
“中国第一米”。其实，“原阳大米”的主推
品种“黄金晴”并不出自河南本土，而是从
日本引进的。这一品种在我省沿黄稻区
适应性很好，加上黄河水的浇灌，米粒晶
莹剔透，口感软筋香甜，颇受消费者欢
迎。但由于产量不高、种植效益不佳等原
因，“原阳大米”渐渐式微。这些年来，我
省培育出了各方面远超“黄金晴”的优质、
高产粳稻，但“原阳大米”却不复当年的

“辉煌”。
重塑“原阳大米”品牌，出路在哪儿？

“首先得味道好。用优质口感唤起大
家对‘原阳大米’的回忆。”尹海庆说，随着
消费升级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
入推进，消费者对大米的品质要求越来越
高，优质、特色、高端是复兴“河南稻”的发
展目标。

去年，在“河南省粳稻品种优良食味
品评会”现场，22 个水稻品种走上“考
场”，接受检验，它们的对标品种，就是“水
晶3号”。“水晶3号”是我省优质食味水稻
的标志性品种，米质优良，黏性适中，口感
好，被称为“可以不就菜的大米”。

“我们通过创新育种手段，培育出综
合性状更为优良的‘郑稻 24’。它可以说
是‘水晶 3号’的升级版，在保持优良口感
的基础上，产量更高，综合抗性更好。”王
亚说。

成为下一个声名远播的“原阳大米”，
“水晶3号”“郑稻24”都是极有潜力的“种
子选手”。期待新的“原阳大米”早日崛
起，期待“河南稻”华丽转身。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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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51号

郑州市选举的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舒庆、王广幼，开封市
选举的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顾建钦，平顶山市选举的河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何方恩，鹤壁市选举的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王志武，新乡市选举的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伟、
高海军，南阳市选举的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黄强，驻马店市选
举的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正晓、张有乾，驻豫解放军、武警
部队选举的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冯奕、杨文耀、沈竹君、金建
忠、孟斌、胡永生，已调离河南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舒庆、王广幼、顾建钦、何方
恩、王志武、刘伟、高海军、黄强、任正晓、张有乾、冯奕、杨文耀、沈竹君、金建
忠、孟斌、胡永生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王广幼的河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相应终止。

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易树学辞去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职务。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周玉甫辞去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王献臣辞去河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许昌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徐建敏辞去河南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易树学、周玉甫、王献臣、徐
建敏的代表资格终止。

驻马店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王伟的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伟的代表资格终止。

安阳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补选杨炯、董玉华为河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濮阳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补选
李德才、李向前、牛雪峰为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南阳市第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补选刘玉江为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信阳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补选谢天学、石三平为河南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驻马店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补选周霁为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驻豫解放军、武警部队
有关选举单位分别补选王景田、石宏业、田巍、刘虎林、李选才、宋平为河南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杨炯、董玉华、
李德才、李向前、牛雪峰、刘玉江、谢天学、石三平、周霁、王景田、石宏业、田
巍、刘虎林、李选才、宋平的代表资格有效。

截至目前，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936人。
特此公告。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 1月 15日

1.决定任命：
周霁同志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2.任命：
李建庄同志为河南省人大常委会财经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
3.免去：
王照平同志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财经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张遂兴同志的河南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赵启林同志的河南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4.决定免去：
马刚同志的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职务；
李湘豫同志的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
舒庆同志的河南省公安厅厅长职务。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1 年 1 月 15 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 李点）1月 15日，
记者从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各项筹备工
作已经就绪，将于 1月 18日上午在
郑州开幕。

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相
比，本次会议整个会期压缩 2 天
半，正式会期为 3 天半。会议期
间，将审议河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审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审查河南省 2020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 划 草 案 的 报 告 ；审 查 河 南 省
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全省预算草案的报告；审议河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

审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审议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决定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
选；选举事项。

开幕会前将安排一次“代表通
道”集中采访活动，邀请有关人大代
表接受媒体采访。③8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1月18日开幕

□本报记者 刘亚辉 马涛

提前两天集中乘车到住地宾馆
报到，会前两次核酸检测，会场与住
地闭环管理，核酸检测期间送餐到
房间门口……今年政协会有点儿不
一样。

1月15日，参会的省政协委员带
着我省各界群众的心声和期盼，从当
地集体乘车陆续到住地宾馆报到。

记者在黄河迎宾馆看到，来报到
的委员首先要到会议中心做核酸检
测，然后才能办理入住手续。因疫情
防控要求，今年严格控制会议规模，
对会期也进行了压缩，还专门设立了
疫情防控组，统筹大会疫情防控工
作，省卫健委派驻疾控工作人员。

在委员住地大河锦江饭店、山河
宾馆，记者了解到，前来报到的政协
委员须携带在当地做过的核酸检测
阴性报告，还要出示健康码、行程码，
通过测量体温、安检等一道道程序，
才能办理入住，入住后由省疾控中心
工作人员对委员再进行一次核酸检
测，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前，委员不能
离开房间，由宾馆工作人员送餐至房

间门口。在分发的会议材料袋内，还
为每位参会人员准备了消毒湿巾、一
次性医用口罩等防疫用品。

按照会议疫情防控要求，报到入
住后，将进行会场、住地“两点一线”
闭环式管理，直至会议结束，要求委
员们全程佩戴口罩，每天早晚测体
温、报备，会议期间不会客、不外出。

委员们对此纷纷表示理解和支
持，将按照会议要求，严格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齐心协力保障会议顺利进
行。③8

政协委员报到的第一件事

“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奋力实现 开新局

越南河内至德国汉堡过境中转班列顺利开通

中欧班列中欧班列（（郑州郑州））串起东盟与欧洲串起东盟与欧洲

中欧班中欧班列列（（郑州郑州））
自自20132013年年77月月1818日开行以来日开行以来

已形成了已形成了

88个目的站点个目的站点
66个出入境口岸个出入境口岸
的国际多式联运物流网络枢纽的国际多式联运物流网络枢纽

综合运营能力综合运营能力
稳居全国中欧班列前列稳居全国中欧班列前列

截至截至20212021年年 11月月 1414日日

●●39343934班班
已累计开行已累计开行39343934班班

●●213213万吨万吨
累计货重累计货重213213万吨万吨

●●163163亿美元亿美元
货值近货值近163163亿美元亿美元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迈好第一步，

见 到 新 气 象 。 1 月 15
日，越南河内至德国汉堡首

班过境中转班列顺利抵达郑
州，标志着中欧班列（郑州）有了

连通东盟与欧洲的“加长版”。
据介绍，此趟班列共搭载了 23

组集装箱，载货 178.2 吨，主要是越
南电子类产品。班列在郑州办理直
转手续后，将汇入中欧班列（郑州）

“大部队”，开往万里之遥的德国汉
堡。

2018年 12月 7日，中欧班列（郑
州）东盟线路成功开通。随着郑州
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的加快
建设，此线路在常态化开行的基础
上实现了新突破，越南河内至德国
汉堡的过境中转班列顺利开行。

“南连东盟，西进欧洲。此趟班
列的开行串联起东盟和欧洲，畅通
国际物流大通道，有效提升了郑州
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的枢纽集散能

级，有助于进一步辐射带动东盟国
家与中国和欧洲各国实现高效合
作，推动贸易便利化，实现产业链、
供应链的深度融合，增强国内国际
经济联动效应。”郑州国际陆港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明说。

作为河南“陆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承载，中欧班列（郑州）自 2013 年
7月 18日开行以来，不断丰富线路、
扩量提质，已形成了“8个目的站点、
6个出入境口岸”的国际多式联运物
流网络枢纽，综合运营能力稳居全
国中欧班列前列。截至 2021年 1月
14 日，中欧班列（郑州）已累计开行
3934班，累计货重 213万吨，货值近
163亿美元。

“再过几天，中欧班列（郑州）目
的站城市将再次扩容，力争年内达
到 10个目的站，不断拓展‘朋友圈’，
为河南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
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和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提供坚实支撑。”
赵文明说。③6

中国中国 河南河南种 芯
●我省水稻常年种植面积约1000万亩

●我省选育或引进通过审定的水稻品种共有 100
多个，自育品种占2/3以上

●优质水稻品种有“新稻68-11”“黄金晴”
“豫籼3号”等，有力推动我省
优质水稻发展

制图/刘竞

1月 15日，出席省政协十二届
四次会议的委员们在进行核酸检
测。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