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庄物流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1月 25日，位于汤阴县的万庄安阳物流园里
车来车往，一号线站台的库房里堆满了货
物。“铁路专用线一号线开通后，得到中化化
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天津港、河南中外运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等国内知名物流、农资、
进出口、金融投资机构等行业的高度关注。”
物流园负责人闫伟明说，不少客户正积极寻
求在运输、仓储、中转、期货交割、保税进出
口等业务链条上的合作。

万庄安阳物流园铁路专用线是安阳市
谋划的15个“公转铁”项目之一。该项目铁
路专用线总长度 12公里，总投资 4亿元，与
途经汤阴县的瓦日铁路接轨。园区成熟运
营之后年进出口吞吐量900万吨，年货运吞
吐量可达3000万吨左右。

铁路专用线开通后，企业受益几何？“首
先扩大了园区的服务半径，这也是我们建铁
路专用线的初衷。”闫伟明说，以前公司的物流

业务主要聚焦于省内和邻近省份，并且以公
路运输为主，中间还有转运环节。现在铁路
专列直达站台，对内可与各条铁路通达，服务
全国各地，向东可出海远洋，服务国际客户。

从物流企业角度讲，降低成本是第一
要素。“我们园区有了铁路，客户企业最直
接的效益就是降低了物流运输费用和时间
成本，从根本上实现降本增效，为企业增加
了竞争力。”闫伟明说，“以往，大宗货物运
输在万庄物流园区的集散需要通过汤阴站
再短倒的作业方式，现在，通过铁路专用线
可以直接开展到、发货业务，也可以进行多
式联运业务的操作，使整体物流运营费用能
降低10%。”

他举例，5000吨的货物一列火车就能
全部装载，而汽车运输则需要200辆。“原来
我们给客户报价是 43元一吨，现在报的是
35元一吨。虽然报价低了，但我们自身的
收益更高了。”他说，这可谓是“多赢”。6

“运营费”降了
服务圈大了

▶汤阴万庄安阳物流园一
号线站台库6 杨之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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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
娜）1月 22日上午，安李线水冶站内的几股
铁道，运输繁忙。但列车东进西出，井然有
序，不见“堵塞”。去年 10月 16日，扩能改
造后的安李铁路安阳西站至水冶站通车运
营，彻底解决了安阳西部运输制约瓶颈。
这是安阳市谋划建设 15 个“公转铁”项目
之一。

安阳是我省重要的工业基地，区域内冶
金、煤化工企业众多。总长达 52公里的安
李支线串联着沿线 16家厂矿企业，连通着
生产和消费，是这些企业的“生命线”。但多
年来，由于该线路大部分为内燃牵引区段，
作业时间长，运输能力饱和，运需矛盾日益
尖锐。

去年以来，安阳市强力推进“公转铁”，
为突破运输瓶颈，提高运输效率，该公司出
资 1.2 亿元对安李支线部分区段实施电气
化改造，对水冶车站设备技术升级，提升列
车运行速度，提高区间通过能力。

去年 10月 16日，安李支线综合扩能改
造工程顺利完成。改造后，安阳西站至水冶
站的牵引定数由5000吨提升至6000吨，进
出车辆平均每车压缩停时 0.8小时，合计压
缩车辆停时158140小时。电力机车牵引货
物列车可由安阳站直达水冶站，减少了作业
环节，大大缓解了安阳站和安阳西站的股道
压力，有效提高了运输组织效率。

压缩“周转时”，实现“双收益”。据统
计，安钢集团 2020年通过铁路到达的原材
料比例占 83.8%，同比增长 10.78%；通过铁
路 发 送 货 物 比 例 占 43.2% ，同 比 增 长
66.29%。

“自完成扩能改造后，安钢集团、武丁物
流园、沙钢永兴、安钢永通等近 10家企业，
与公司进一步商讨合作项目，并达成长期合
作协议。”该公司总经理陶建强说，下一步安
李支线公司将继续响应“公转铁”号召，积极
致力于突破运输瓶颈，解决企业难题，并为
打赢蓝天保卫战贡献力量。6

安李支线公司

扩能“老线路”
实现“双收益”

▶武丁物流园集装箱装载
现场6 穆亮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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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各县区
均被评为省级食品安全县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1月 26日上午，
记者从安阳市食品安全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
该市五县四区均被评为省级食品安全县。

近年来，安阳市深入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
和食品安全省建设规划，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抓
手，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加强监管机构建设，开展集中整治，
守住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市食品安全形势呈
向好发展态势。

为打造“食安安阳”，该市印发《关于健全食品安全责任
制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成立专班，开展集中整
治，全面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创新监管模式，破解食品
安全监管难题，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建立食品安全电子溯
源系统，此外，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
推行6s规范化管理。

据悉，该市连续两年被我省评为食品安全优秀等次。其
中，汤阴县、安阳县、林州市、滑县和殷都区被命名为“河南省
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内黄县、龙安区、北关区、文峰区
被命名为“河南省食品安全达标县（市、区）”。6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通讯员 贺瑛）
“新年伊始，我们就领到了高新区发放的78万元科技创新券，
这对我们产品创新研发，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功效。”1月 25
日，安阳鑫盛机床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负责科技管理的侯鹏喜
滋滋地说。近日，高新区有8家企业先后领到了科技创新券，
总价值458万元。

“发放科技创新券，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种尝试。”高
新区科技局局长李艳芳告诉记者，“通过这种‘有价证券’，推动
政府引导资金最大化支持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券采取无偿资助方式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
并实行实名制管理，科技创新券有效期为 2年，面额为 1000
元、5000元、10000元、50000元、100000元 5种。高新区专
门成立科技创新券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科技创新券的使用管
理和监督。据介绍，科技创新券主要用于高新区科技计划项
目；在研发等科技创新活动中向服务机构购买检验检测认
证、工艺验证、科技查新等服务；在新产品、新技术研发过程
中共享使用服务机构的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和
科技文献等六大类。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憨厚的笑容、黝黑的面庞是杜雄明给
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就像他扎根30多年
的豫北大地一样朴实无华、稳重平和。

今年58岁的杜雄明，是中国农业科学院
棉花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7年，杜
雄明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后，来到位于安阳
市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刚到安
阳时，各方面条件的强烈反差曾使他一度失
落，可他迅速调整心情尽快适应。“我是奔着
做科研来的。当时乡下交通不便，我一有时
间就去棉田‘泡’着。”他说，正是因为当时闭
塞的环境为他静心搞科研提供了条件，促使
他下定决心留下来进行棉花科学研究。

“每个种质都含有不同的基因型，一粒
棉花种子就有75000个基因。一粒种子基
因一旦丢失，该种子相关的优异基因型就
将永远失去。”1月 26日，杜雄明向记者介

绍说，“我的工作就是收集和
研究不同类型的棉花种子
及其蕴含的基因，发掘可
遗传的有利基因，为育种
家培育棉花新品种奠定
基础。”

在日常工作中，杜
雄明主要从事棉花种质
资源收集、保存、鉴定和利
用工作，需要田间试验与室
内鉴定有机结合。田间试验条
件艰苦，风吹、日晒、雨淋是家常便
饭。对此，他早有思想准备，以高度的事业
心和责任心，顽强地在这个领域扎下了根。

他曾在海南进行南繁任务。为了研究
棉花开花，他买来上百个信封和墨汁，将信
封涂黑，到棉田里小心翼翼地将制作好的
黑色信封套在一株株棉花的花蕾上，并仔
细记录和分析棉花在什么时间开花、什么

时间变色、变色的原因等。烈日
下，他在棉田一蹲就是几天，
脊背被晒得脱皮，数据却留
下厚厚一本，完成了工作
后的第一篇科研文章《棉
花花冠变色的临界光期》。

棉花资源繁多，需要
一个个鉴定和测序，获得

棉花海量基因型数据。谈
到基因测序数据时，杜雄明

说：“我们近年对3000多份重要
资源先后进行了重测序，获得了72兆

亿碱基对的基因型数据，如果将每个碱基
比作一个可书写的英文字母，以每10cm书
写60个字母计算，其书写长度可达1.2亿千
米，可环绕地球赤道近3000圈。”

河南是棉花主产区，杜雄明带领团队引
领河南棉花高质量发展。近20年，他带领团
队向我省28家科研、育种、教学和生产单位

发放特色种质资源1316份，先后与河南大
学、河南科技学院开展了棉花种子遗传学研
究。从业30多年来，杜雄明团队先后收集棉
花资源11000份，居全世界第二位。这些资
源来自53个国家和中国主产棉区。

他还建立了现代种质资源鉴定评价平
台，引领了棉花种质资源基因组学和彩色
棉育种学科领域的发展。近 5年，杜雄明
主持国家级项目 3项，参加国家级项目 4
项，获国家专利5项；从基因入手寻找亚洲
棉身世，成功绘制出了亚洲棉的“族谱”。
去年，杜雄明获得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每年 9月至 10月是棉花吐絮的最佳
时节，那时的棉田就像一片白色海洋。”杜
雄明说，他要把全世界的棉花种子都收集
起来，用新技术去研究和发掘取之不竭的
棉花种质遗传和基因信息。6

图为杜雄明在棉田里做试验。6
图片由杜雄明提供

安阳出重拳清欠农民工工资

安阳高新区发放科技创新券

8家企业喜领458万元“大红包”

新闻1+2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1月 28日，记者
从安阳市人社部门获悉，2020年，该市共将 4起故意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个人或单位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并将

“黑名单”信息推送至河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相关
部门依法依规实施了联合惩戒。

年关将至，在外辛劳一年的农民工最关心的是能否按时
足额拿到工钱。为警示和震慑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近年来，
安阳市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将
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个人和单位列入“黑名单”，加大其失
信成本，保障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纳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的企业将在安阳多领域
受限。比如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
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方面
予以限制；依法限制其参与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在一
定期限内依法禁止其作为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依法限
制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依法限制、暂停或取消政策性资金、
政府补贴性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对其支持。

“只有动真格、下狠招，让老赖真正受到法律制裁，尝到
违法成本的苦头，才能使其‘不敢欠’‘不愿欠’，才会促使用
人单位诚实守信经营，确保根治欠薪目标的实现。”安阳市劳
动保障监察支队负责人说。

清欠农民工工资再出重拳，安阳农民工拍手称快。“有了
政府政策保障，今年可以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在安阳打工
的农民工小王对新春牛年充满期待。6

连日来，许多安阳市民在路过中华路与黄河南路交叉
口时都会停下，拿起手机拍摄安阳版“鸟巢”。安阳版“鸟
巢”指的是在建的安阳市文体中心体育场。截至目前，该项
目土建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正在进行钢结构吊装、二次
结构砌筑、安装工程及院区工程施工。项目将于今年 7月 1
日前完工。6 曲海庆 摄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1月 27日，腊月
十五，安阳县白壁镇东羊店村已经有了年味儿，不少村民已
经开始囤菜，但55岁的村民张和成却不慌不忙：“今年俺家孩
儿不回来，不用准备恁早，到年根儿再买也不迟。”

老张告诉记者，儿子张森在山西打工，前段时间乡镇建议在
外工作的亲友留在工作地过年。老张立马给儿子打电话让他过
年别回来。没想到张森也正有此意：“过年不回家，留下更安全。”

眼下，距离春节越来越近，安阳市各县区、乡镇政府纷纷
向在外务工人员发出倡议，劝导他们就地过节。在内黄，村
级监察信息员利用手机微信群、移动音响、流动“小喇叭”等
方式开展宣传，倡导外出务工人员就地过年。滑县瓦岗寨
乡、王庄镇等地在微信公众号中，为在外人员估算返乡成本，
劝说他们就地过年。

与此同时，为确保该市广大外出务工人员能够在工作地
安心工作、幸福过节，做到生产生活两不误，安阳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与务工地人社部门加强沟通协调，为留在工作地过节
的农民工推出权益保驾护航、合理安排调休等贴心服务。6

“过年不回家，留下更安全！”

“白色海洋”的开拓者
——记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杜雄明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
之甜）1月 25日，在汤阴县万庄安阳物流园二号线项
目工地，工人们正在进行集装箱作业区施工。就在
前不久，一批从白俄罗斯发出的货物，经海运到国内
港口，再转瓦日铁路直达万庄一号线站台。“只要企
业有发运需求，我们 24小时无缝衔接作业，保证货
物随到随装，快进快出。”万庄安阳物流园总经理赵
一博说，二号线全长 8.552公里，已完成铺轨 5.934
公里，沿线15个桥涵已全部完成。这是安阳市推进
建设“公转铁”项目中的一个。

近年来，该市聚焦运需矛盾最突出、调整结构最
迫切、“公转铁”效果最明显的重点区域，共谋划建设
15个“公转铁”项目，估算总投资60多亿元。目前，
15个项目正在按照计划加快实施，已建成5个。

“公转铁”，即促使更多的大宗商品从公路运输
转到铁路运输上来，是“调整运输结构、增加铁路货
运量”背景下的动作。这背后，和蓝天保卫战息息相
关。

据统计，2019年，安阳市运输总量1.84万吨，其
中，汽车运输量约占 90%，特别是该市西部工业密
集区，平均每天有 1.3 万辆重型卡车在安阳市穿
梭。据测算，一辆重型卡车污染物排放量相当于
220辆小型汽车，而一列万吨型火车可减少的污染
物排放量相当于3500辆重型卡车。因此，在整个交
通运输结构调整中，“公转铁”被视为柴油货车污染
治理攻坚战等后续措施的“百策之基”。

“要想突破重型柴油车保有量小却占移动源污
染排放半壁江山的困局，‘公转铁’必须加速推进。”
安阳市市长袁家健态度坚决。

据了解，安阳把“公转铁”工作列入党委、政府的
重要议事日程，市级成立公转铁工作专班，建立跨行
业、跨部门、跨领域的工作推进机制、周例会机制和
指导服务机制；12家大型企业均成立工作专班、建
立工作台账、制定推进计划；市主要领导多次深入项
目现场，协调解决制约因素；与省发展改革委、中国
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沟通对接，委路市三方建
立了良好的沟通对接机制；工作专班结合“千员帮千
企”活动，对项目建设实行台账式管理，倒排工期，一
对一精细化管理，强化全天候保姆式项目跟踪服务。

早行动的企业已经尝到了甜头，铁路的强劲运
能与企业生产相互配合，实现了双赢。“铁路运输占
比的上升，对安钢而言，是一件好事。去年 1—11
月，铁路发送量同比增加 10万多吨，增效明显。”安
钢集团负责人说。

据悉，自去年疫情稳定后全国复工复产以来，通
过“公转铁”，安阳市已向国内发送钢材、农资等大宗
货物 846万吨。不受天气、人力限制的铁路运输成
为企业复工的“神助攻”。

推进力度空前，建设效果显著。截至目前，汤
阴至宜沟铁路联络线、安阳万庄一号线、河南顺成
铁路专用线、安李铁路安阳西至水冶站扩能改造工
程、安阳象道铁路专用线已建成。安阳万庄二号线
主要工程节点已完成。晋豫鲁铁路安西联络线、滑
县专用铁路、中联熔剂骨料和利源铁路专用线均已

开工建设。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铁路
专用线附属工程已动工。据测算，
这些项目投运后，安阳市每年可提
升 1580 万吨运力，年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 30万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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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能改造后的水冶车站，供
电网密密麻麻6 穆亮鑫 摄

◀象道国际物流园里有了“铁路专
用线”6 杨之甜 摄

安阳“鸟巢”现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