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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惠婷 周晓荷

转眼4个多月过去了。
一场雨后，她家的小院郁郁葱葱，

挂着水珠的月季花更显娇艳，只是这
美景、花香再也等不到爱它的人。

她的办公室仍是老样子，不断有
人来这里借阅她整理成册的办案指
南，只是门口小小的去向牌，再也拨不
回“在岗”状态。

大家的生活渐渐归于平静，只是提
起那个名字，还没细说，眼圈就红了。

延陵卫军，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检
察院检委会委员、员额检察官，今年 2
月 25日在提审犯罪嫌疑人途中摔伤
骨折，术后突发大面积肺栓塞，抢救无
效，于3月7日离世，年仅54岁。

斯人已逝，正气长存。这位办案
求极致的检察官，正在被越来越多人
认识、传颂。

一

在延陵卫军的工位上，摆放着一
个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勿忘：“把
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

1985 年，受“老检察”父亲的影
响，18 岁的延陵卫军考入了检察机
关，从此，无论大小案件，“办铁案”成
了她对检察事业的承诺。

“延陵科长的检龄和我的年龄一
样，她是我的领路人啊！”追忆老科长，
检察官刘丹声音微颤。

刘丹办理的第一起案件是挪用公
款案，侦查部门认定的挪用金额是60

万元，可当他将拟好的法律文书递给
延陵卫军后却被“泼了冷水”。“她说，
案件转款存在疑点，疑点再小也是疑
点，一分再少也是公款，你是代表国家
起诉的，迷迷糊糊可不行。”

延陵卫军带着他细致走访调查，
最终认定犯罪金额 260 多万元。从
此，“你是代表国家起诉的”刻在了刘
丹的心里。

在红旗区检察院，延陵卫军的办
公室常常是第一
个 亮 ，最 后 一 个
暗；她习惯将最新
的司法解释和典
型案例整理成册，
一有空就抱着研
究；（下转第六版）

□丁新科

竹笋在地下蓄能

数年，一旦破土便可一

日三尺。创新就像破

土而出、拔地而起的春

笋，能爆发出惊人的成长力量。打造一

流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加速隆起国家创

新高地，尤须激发培育“成长的力量”。

人 才 是 创 新 活 动 中 最 活 跃 的 因

素 ，市 场 主 体 是 经 济 活 动 的 基 本 单

元。科研人员最富有激情、最有创造

力，最出成果的时光往往是年轻的时

候。给那些有拼劲、有潜力、有基础的

年轻科研人员以优渥待遇，施之以阳

光雨露，他们就能报之以琼瑶。田克

恭博士被引进洛阳后，带领团队攻克

一个又一个科研难题，推动我国动物

疫苗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可谓引进

一个人才，带动一个产业。华为为什

么敢于给“天才少年”动辄数百万元的

年薪，甚至耗费巨资培养 700 多名数学

家，800 多名物理学家？年轻人无限的

创新活力是重要原因。在市场上，也

有为数不少的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

单项冠军、隐形冠军，把这些小而强、

小而优的企业潜力充分激发出来，何

愁没有优势产业、未来产业呢？

“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行

人”。练就识别千里马的“火眼金睛”，

不看头衔看实效，引进人才与培养人

才并重，发展壮大真正契合国家战略、

河南产业特点的项目，培育“满林春

笋”，汇聚“成长的力量”，中原大地创

新活力定能更加澎湃激昂。3

□本报记者 刘晓阳 谭勇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郑州，有
这样一座“宝库”，现保存种质资源3.5
万余份，占全省种质资源量的 75%。
或许更不知道的是，它还是我国库容
规模最大、保存数量最多、利用水平
最高的省级种质资源中期库之一。
这就是河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

在这里，有的种子已经“沉睡”
10 年，只要一滴水，就能将其“唤
醒”。目前，育种专家们利用这些宝
贵资源，已育成农作物新品种400多
个，为提升种业核心竞争力贡献了河
南力量。

种子如何入选种质？

7月 12日，入伏第二天，热浪袭
人。穿过两道厚厚的铁门，记者走进
河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1号库，即
便身着军大衣，还是感觉“一步入冬”。

低温和干燥是种质资源中长期
保存的基本条件。这里常年温度保
持在-4℃至 0℃，空气中的相对湿
度≤50%，而种子本身的湿度不能超

过 8%。干燥器到干燥柜，大冰柜到
低温保存库，见证了我省种质资源库
的发展提升。

眼前，一排排厚重的储存柜并肩
而立，摇动一下柜体的转向盘，就可
轻松移动。“这种设计是为了节省空
间。”省农科院园艺所叶类蔬菜研究
室副主任魏小春边操作边解释。轻
轻拉开储存柜抽屉，真空铝箔袋包装
的种子整齐叠放，上面清晰标注着入
库时间、重量及“身份证号”。

这里分设有8间单体库，每个库

体占地约 20平方米，保存的种子涵
盖了河南省地方品种、改良品种、野
生资源及国内外引进品种等各类种
质资源。

什么样的种子能成为宝贵的种
质，并成功入库呢？需要精挑细选、
层层“把关”。

种子从田间取回后，需要对其进
行查重、去重、精选。“被选中的种子
还要进行活力检测，发芽率达到一定
标 准 ，才 能 拥 有 自 己 的‘ 身 份 证
号’——库编码号，进而成为种质。”
魏小春说，接着对种子进行干燥、包
装、称重，然后入库保存。

“能够入库的种子都是万里挑
一，因库容有限，我们就借助分子标
记等现代育种手段进行精准鉴定，决
定什么样的种子有资格入库。”河南
省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小麦分子育
种团队负责人胡琳说，为确保种质本
身 的 活 力 和 发 芽
率，每 8 至 10 年，
会拿出来对它进行
扩繁，保持它的活
力，提升安全性。

（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合肥7月 18日电 国务委
员、国家防总总指挥王勇近日在河南、
安徽检查指导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和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时刻将保证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
位，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压实责任措
施，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减灾各项工作。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
期。15日至17日，王勇先后来到河南
郑州、开封和安徽合肥、蚌埠等地，冒
雨查看黄河、淮河和巢湖流域沿岸险

工险段和水利枢纽，仔细检查堤防建
设、河道整治和险情抢护进展，详细了
解水库运行和城市排涝工作情况。他
指出，黄淮和巢湖流域历来水旱灾害
风险高、防御难度大，必须始终绷紧安
全这根弦，加强雨情汛情监测研判和
预报预警，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制
度，持续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提早
做好预案、队伍、物资和蓄滞洪区运用
准备，及时组织开展抢险救援，严防局
地暴雨洪水和旱涝急转，尽最大努力
严防发生人员伤亡和降低灾害损失。

王勇强调，要针对各流域不同特

点，强化统一指挥和统筹调度，做到上
下游协调、左右岸兼顾、干支流配合，
切实提高防汛减灾工作精准性有效
性。黄河流域河势多变、含沙量大，要
坚持上拦下排、两岸分滞，优化水库群
联合调度，加强险工险段特别是中小
水库、淤地坝巡查排险，细化滩区、库
区、蓄滞洪区群众转移避险方案。淮
河中下游和巢湖流域行洪能力不足，
要处理好蓄与泄、洪与涝的关系，严控
水库湖泊汛限水位，做好提前预泄预
降，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拦洪削峰错峰
作用，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在-4℃邂逅3.5万份“种子”

“春笋”何以满林生
——全力打造国家创新高地③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考察调研时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

牢牢攥在自己手中，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种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农民增产增收，事关人民生活品质提

升。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虽有很大进步，但发展基础仍不牢固，保障种源自主可控比过去任

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提升种业核心竞争力，加大现代育种力度，必须打牢种质资源基础。作

为农业大省，我省种质资源库的情况如何？其中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本报今日起推

出系列报道，为大家揭开各类种质资源库的神秘面纱。③6

编
者
按

王勇在河南和安徽检查指导防汛工作时强调

强 化 流 域 统 筹 精 准 指 挥 调 度
以更加扎实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永不凋零的月季花
——追记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延陵卫军

7月15日，在三门峡中科微测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车间，工作人员正进行生产，如纽扣大小的芯片从这里诞生。⑨6 梅雪 摄

伟大的精神之源 奋进的磅礴力量
——论伟大建党精神

04—05│特刊岁月会随烟尘逝 红色精神代代传

钟华论

从思想层面揭示我们党
思想先进、信仰坚定的

独特优势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从实践层面揭示我们党

一以贯之的历史担当和

源源不竭的前进动力

从精神层面揭示我们党

意志坚强、不可战胜的

强大力量

从价值层面揭示我们党

立党为公、心系人民的
高尚品格

种质资源库①探访

大白菜种子⑨6 本报记者 刘晓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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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昺南

中原证券再传好消息！7 月 16
日晚，中原证券（A 股代码：601375.
SH，港股代码：1375.HK）发布业绩
预增公告，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1.8 亿 元 —2.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83.27%—712.92%，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更是高达
619.94%—761.83%。

这将是中原证券继去年利润增
长 79%、今年一季度合并净利润超去
年全年（母公司口径净利润同比大增
5.48 倍）之后，连续实现 3 次定期报
告的业绩增速都在 75%以上，标志着
公司基本步入了新一轮较快发展的

新阶段。
根据公告，中原证券上半年业绩

预增主要得益于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
遇，主体业务稳健发展，投行、证券投
资、子公司业务等收入增加，从而预计
合并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2.25 亿元—
2.79亿元。

实际上，该公司投行等业务的增
长确实迅猛。以投行为例，根据公开
信息，7 月 15 日，由中原证券保荐的
上海港湾上交所主板 IPO 项目成功
过会。这是中原证券 7 月份以来在
短短半个月内的第 3 单成功过会的
IPO 保荐项目，也是该公司继去年
IPO项目过会“九战九捷”之后，今年
保荐及联主过会的第 6家 IPO 项目，
从而一举将公司投行改革后成功过

会的 IPO 项目总数增加至 15 单（含
联主项目 2 单），创下公司成立以来
投行最好成绩，市场影响力和行业排
名大幅提升。同样，旗下中证开元创
投公司所投资的以建龙微纳为代表
的一系列项目的成功上市，意味着中
原证券股权投资板块开始进入投资
回报期，大幅增厚公司利润自在意料
之中。而今年上半年，面对不利融资
环境特别是不少债券取消或推迟发
行的逆境，中原证券凭借良好的基本
面和长期积累的市场信誉，连续成功
发行三期共计 32 亿元公司债券，认
购倍数之高、发行利率之低均超预
期，特别是第一期短期公司债创造了
本年度河南企业 1 年期债券发行利
率新低。三期债券的成功发行不仅

直接为公司节约利息成本近 2000万
元，更进一步增强了公司资金实力，
有力支撑了各项业务发展。

同时可喜的是，中原证券各项业
务的高质量发展深深根植于支持实
体经济之上，特别是其充分发挥投
行、投资及与银行合作的投贷联动效
应，积极助力“万人助万企”活动的开
展。中原证券精选了一批有发展前
景的企业，下属投资公司或科创基金
进行股权投资，并带动社会资本跟
投，同时吸引商业银行贷款，条件成
熟时积极支持企业上市，进入资本市
场，加快发展步伐，实现做优做大做
强，取得了较好效果，受到企业欢
迎。比如，中原证券旗下私募基金管
理子公司中鼎开源通过投资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慧联电子和华英包装，
就实现了以近 4000 万元投资带动
1.9 亿元融资规模的明显效果。据公
开数据统计，今年以来中原证券通过
IPO，股票定向增发，发行承销可转
债、企业债、公司债等方式已累计帮
助企业融资近 100亿元，其中包括完
成神马股份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
10 亿元、多氟多定向增发融资 11.5
亿元等，有力支持了实体企业发展。

目前市场人士普遍认为，随着
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资本市场改革
不断深化，证券行业受益于企业投
融资需求的持续增长和居民增配权
益 的 黄 金 时 代 ，将 步 入 长 景 气 周
期。在此背景下，中原证券的新一
轮快速增长无疑正是一个很好的注

脚。“下一步，我们将严格遵守各项
监管规定和要求，紧紧抓住资本市
场全面推行注册制改革及与国际顶
尖机构合作等重大机遇，大力推进
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转型，全面推
进投行、投资、资管等主要业务条线
的上档升级；进一步优化公司发展
的空间布局，在深耕细作河南境内
市场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上海中心、
广深总部和北京分公司的发展，加
快香港子公司的国际化进程；进一
步加强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以党
建高质量引领公司发展高质量，以
良好的业绩回报境内外广大投资
者，为现代化河南建设和我国资本
市场发展作出应有贡献。”中原证券
党委书记、董事长菅明军表示。

中原证券交出亮丽“成绩单”：上半年净利润预增583.27%—7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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