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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把自己的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为以后的工

作和生活奠定基础。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医护人员 龚晓霞

希望国家以后能把更多治疗常见病、慢性病的药品纳

入国家采购药品目录，进一步降低药品价格，让老百姓有更

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门峡市医务工作者 高飞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接下来要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

的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立足为党育人、为国育人，

尽自己所能做好教育均衡发展，使教育达到真正的公平和

高质量发展。

——商丘市前进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石永红

希望提高个人报销比例，增加可报销病种和药物种类，

各地域之间衔接，尽快实现异地报销。

——安阳市民 唐女士

希望安阳市能在目前的基础上增

加公立幼儿园，切实解决入园难、入园

贵的问题。

——安阳市民 申女士③8

（本报记者 徐建勋 王平 任国战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浩 刘
梦珂 杨之甜 王雪红 整理）

春风送“快递”
“两会”精神我收到

3月 8日，河南日报的小伙伴街采的话题集中在如何

进一步降低药品价格，如何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

育，如何保障身体健康等。小伙伴们与人用心沟通，用情

交流。医护人员希望大家把自己的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市民希望提高个人报销比例；家长希望切实解决入园

难、入园贵的问题。大家相信国家会越来越好，老百姓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越来越强。

扫码看视频

做强种子“芯片”确保粮食安全

农业现代化 种子是基础1

种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党中央提出，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立志

打一场种业翻身仗。“种子”成为全国两会上的热词。种子问题为何引起高度关

注？我们又该如何打赢这场种业翻身仗？本期《总编有约》，邀请两位重量级专家，就这些问

题进行探讨。③8

编者按

③

主 持 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王珂

本期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张新友

小麦育种专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许为钢

主持人：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种

业大省，然而种业发展的链条并不均

衡，呈现出冷热不均的局面。无论是推

动农业现代化，还是保障粮食安全和重

要副食品安全，我们都必须高度重视种

子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打好种业

翻身仗”呢？

张新友：当前，种业发展遇到了千载
难逢的重大机遇。加快种业发展，我认
为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
用。种质资源是种业发展的基础，搞好
种业，首先应从种质资源抓起。我国目
前收集保存了 50多万份农作物种质资
源，其中，河南省有 37000多份，但是这

些种质资源多数是在育种过程中形成
的，国外和古老的农家种质资源比较少，
对种质资源的研究利用也不是很充分，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育种水平的提升。

第二，利用建设国家生物育种产业
创新中心这个重大机遇，推动河南种业
进入国家领先行列。目前我省正在牵
头建设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它
的目标就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科
技创新，解决种业领域“卡脖子”的技术
问题，打造种业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把这
个中心建设成全球生物育种创新引领
型新高地、我国种业体制机制改革的示
范样板和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种业航母。

主持人：粮食是社稷之本，种业是粮

食之基。去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立志打

一场种业翻身仗。刚刚发布的 2021 年

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就“打好种业翻身仗”

进行了安排部署。今年全国两会上，“种

子”又成为热词，那么，党中央、国务院为

何要突出强调“种子问题”呢？

许为钢：党中央、国务院强调提出
“打好种业翻身仗”，这是基于我们国家
深层次发展而提出的农业发展的一项
重大战略举措。它取决于我们的国情
和我们在全世界农产品供给关系中的
地位。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产品消
费大国，也是一个农产品生产大国，但
是我们的农业生产资料如果要完全满
足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还存在着土地
资源严重不足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种子作为农业生产的最根本的内因，充
分发挥品种的创新能力来解决我们国
家生存发展的需要，就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在口粮上实现了自给自足。
但是，部分果蔬、部分畜禽产品的自有
品种比例就低一些。如果国际市场有
风吹草动，出现极端“卡脖子”现象，我
们最基本的需求就会受到影响。因此，
党中央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提出“农业
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要“打好种业翻

身仗”。
主持人：河南是农业生产大省，小

麦又是河南的第一大农作物。您是全

国知名的小麦育种专家。目前我们在

小麦育种方面有哪些新成就、亮点，还

有哪些“卡脖子”的问题？

许为钢：河 南 小 麦 种 植 面 积 是
8000多万亩，按行政区划来说，是全世
界最大的小麦生产区域，肩负着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任。美国的小麦平均亩产
是 240 公斤，中国的小麦平均亩产是
360公斤，我们河南的小麦平均亩产是
441公斤。就是说，我们河南小麦的单
产水平显著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欧
洲一年只种一季小麦的地区处于同一
个水平；我们的小麦产量取得了历史性
的持续突破。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们河南省的
小麦品种在科技创新上，获得了两项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两项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在全国小麦主产区中名列
前茅。但还要看到，在优质发展、绿色
发展方面，我们还需要下大功夫。要提
高小麦对肥、水的利用效率，减少农药
使用量，实现产量、质量、效率的有机统
一。破解种子上的“卡脖子”问题，就要
在高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优质发展、
绿色发展。

坚决打赢种业翻身仗2

“四路协同”勇当“开路先锋”
□本报记者 栾姗

河南，“出圈”的不仅有“唐宫小姐
姐”，还有家门口的“四条路”。

这里地处“中国之中”，连接八方，通
达天下。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 2020 年，中国
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
济体，成为全球跨国投资的“稳定器”，
而河南从古丝绸之路中汲取开放开拓
的力量，依托“空陆网海”四条丝绸之
路，成为“一带一路”交会处的重要中转
站，为助力合作抗疫、经济发展、互联互
通作出积极贡献。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省委省政府着眼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深刻把握“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
努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和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在历史荣光里
再响驼铃，征程万里。

生命之路
——合作抗疫提供支撑

全球遭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危
机，但也孕育了新的契机。

昼与夜的交替中，郑州机场的跑道
上飞机繁忙起降，一架卢森堡货航航班

顺利从郑州机场1号跑道满载起飞，飞往
“千堡之国”卢森堡；一架阿塞拜疆丝绸
之路西部航空航班在郑州机场2号跑道
满载降落……

在速度与生命较量的赛道上，河南
以“空中丝路”为首的四条丝绸之路在争
分夺秒中激发新的活力与潜力。

“口罩航班”“防护服航班”……一次
次“逆飞”为应急物资打开空中“绿色通
道”。2020年，郑州机场客货运全国排
名均晋升1位，运输规模连续4年保持中
部“双第一”。

拉回最需要的防疫物资，24小时通
关装车送货，2020年中欧班列（郑州）开
行频次、满载率、单班货值货重等指标明
显提升，开行质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全国通关一体化，按下“买全球、卖
全球”加速键。2020 年河南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跨境电商业务量为 2019年
业务量的2倍。

这是数字成绩，也是生命指数。货
物在河南“说走就走”，源自全省上下有
一种“货运优先”的发展共识，在疫情防
控期间确保“生命之路”畅通无阻，助力
全球抗疫。

远隔千山万水，卢森堡首相格扎维
埃·贝泰尔率队“隔屏点赞”：疫情防控期
间，这条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已

成为卢森堡及其他欧洲地区的“生命线”。

复苏之路
——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芬兰赫尔辛基机场，当地时间2020
年 10月 12日 6时 10分，一架身披“吉享
丝路”彩绘的波音787客机缓缓降落，两
辆消防车在飞机两侧喷射水雾形成一道

“水门”，这是民航界的最高礼仪。
这条航线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

国航空公司新开通的首条洲际定期客运
航线——郑州至赫尔辛基定期客运航线。

这一场景，芬兰驻华大使肃海岚至
今记忆犹新。疫情防控期间，肃海岚四
次到访河南，加快推进豫芬“双枢纽”建
设。“每次来访，豫芬感情都加深一分。”
肃海岚说。

“豫芬合作”不止于此。郑州至赫尔
辛基直飞航线，打“飞的”去芬兰只需9小
时；中欧班列（郑州）北欧线路，穿过欧亚
大陆桥十余天可直达赫尔辛基；河南“买
全球、卖全球”商品在郑州—芬兰国际物
流中心分拨……“空陆网海”四条丝绸之
路在赫尔辛基集结。

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河南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产能
合作、经贸交流、人文交流不断加深，撬动
进出口总值实现逆势增长。2020年全省

进出口总值达到 6654.8亿元，同比增长
16.4%，居全国第10位，中部第1位。

河南企业科技创新成果向中亚、东南
亚等地区转移，比利时瓦隆大区外贸与外
国投资总署郑州代表处正式揭牌……“空
陆网海”四条丝绸之路已经成为河南市场
连接世界市场的重要纽带之一、河南经济
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载体之一。

增长之路
——互联互通创造机遇

疫情造成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暂时
的物理阻隔，而“四路协同”恰恰在推动
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联结。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河南处于战
略叠加的机遇期、蓄势跃升的突破期、调
整转型的攻坚期、风险挑战的凸显期。
在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寻求经济高质
量发展，这一发展思路符合“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孵
化新经济增长点的需求。其中，两个关
键词至关重要：内需和内陆——刚好对
应了河南巨大的消费市场特点。

河南在“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建议中提出，内陆开放高地优势
更加凸显，“四路协同”水平显著提升，多
层次开放平台体系更加健全，自贸试验区

制度创新走在全国前列，更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国际化水平显著提
升。“未来河南进口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为
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更
多机遇。”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何雄说。

看着世界地图思考开放问题，“四路
协同”勇当“开路先锋”，河南正下着一盘
不小的棋：

——发挥郑卢“空中丝路”优势，谋
划建设“空中丝绸之路”综合开放试验
区，打造引领河南未来一个时期改革开
放创新的新引擎；

——组建河南国际陆港集团，统筹
省内国际陆港建设，形成全省班列“一
核多极”联动发展局面；

——全面开展洛阳跨境电商综试
区建设，积极建设海外仓和海外运营中
心，加快跨境电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
我省集聚。

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全球交融合作
的进步史。经过疫情的考验和经济的复
苏，河南在“一带一路”的“驼铃声”越来
越响，“朋友圈”越来越广，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更深入人心。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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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机场

河南国际贸易

全省进出口总值

▲中欧班列（郑州—芬兰赫尔辛基）
驶出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本报资
料图片

第三，培育种业龙头企业。我国种
业企业很多，有 7200多家。河南是种
业大省，目前有种业企业将近 700家，
但是，种业企业“散、弱、小”的问题还比
较突出，大约80%的种业企业没有研发
队伍，缺乏创新能力。打好种业翻身
仗，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培育一流的育繁
推一体化种业龙头企业。

第四，建设高水平的种子基地。河
南是用种大省，也是种子生产大省、供
种大省。我们每年小麦、花生种子的生
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38%和 30%，不仅
满足本省需求，还是黄淮海地区重要的
种源。下一步，要继续把我们的种子基
地建设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
农产品供给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五，大力优化种业发展的外部环
境。种业发展需要全方位的政策支撑，
需要良好的发展环境。比如，在创新方
面不仅政府要加大投入，还要出台优惠
政策吸引社会资本支持种业研发。要
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加大对侵
权的打击力度，使企业愿意在育种研发
方面加大投入，确保农民用上真正优质
的品种。

各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切实加大种
业的创新力度、提高种子生产能力，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我们河南人的
贡献。

主持人：谢谢张院士，刚才您说到

河南种业企业普遍呈现“散、弱、小”的

状况，省农科院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措

施？比方说有针对性地扶持一些龙头

企业？

张新友：作为农业科研单位，省农科
院一直高度关注农业产业发展需求，积
极创新并转化种业科技成果。我们转化
科技成果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在全省
创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示范基地，比如
延津小麦、正阳花生、兰考蜜瓜等基地，
通过基地的示范作用，让农民对新品种
新技术能够看得到、学会用。二是通过
创办科技企业来转化科技成果。如河南
秋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由省
农科院牵头，联合全省20余家科研单位
以及投资基金建立的种业龙头企业，是
全国首批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和中国
种业信用明星企业。目前，该公司正在
积极寻求主板上市，它是我们转化科技
成果的一个重要载体。

主持人：两位嘉宾生动而又翔实的

讲解，让我们明白了为何要打一场种业

翻身仗，以及如何打赢这场翻身仗，既

让我们了解了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又

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感谢你们！

我们河南是农业大省，多年来积极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稳稳

地扛起了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种业发

展，功莫大焉。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

打赢这场种业翻身仗，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再立新功。③8

（文字整理 高长岭）

（上接第一版）

夯实地基
完善社区中医药服务体系

“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场所，也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中
医的治未病思想、健康理念，特别适合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发挥防
治结合、医养结合和科普宣传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中医
药大学副校长司富春今年上会，带来了关于建立和完善社区中
医药服务体系的建议。

司富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科学的方法说明中药在治
疗新冠肺炎中的疗效”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指导
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医药被越来越多的群众重视信
任，居民接受中医药健康服务的主动性大大提高。在此情况下，
亟待总结社区中医药疫情防控经验，完善社区中医药疫情防控
机制，使中医药防控疫情的特色技术、方法、方药等得到充分应
用，夯实社区中医药服务这块地基。

“从古至今，中原大地诞生了许多悬壶济世、妙手回春的
名医大家。作为中医药大省，我们有基础、有条件、也有决心
让人民群众享受更高质量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司富春笃定地
说。③4

推进中医药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转变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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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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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能够打

赢这场种业翻身仗，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再

立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