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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北晨

当前，我省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抗洪抢
险救灾工作处于关键阶段。省委、省政府先
后召开全省防汛工作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发布 1号指挥长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迅速
进入战时状态，严格执行战时工作机制，最大
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1号指挥长令下达后，
全省各地迅速行动、周密部署、实行战时工作
机制，执行战时工作纪律，落实24小时防汛值
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加强各项防汛措施，
全力做好强降雨防洪应对工作。

商丘市防指启动防汛应急Ⅳ级响应，水
利部门对全市 7座中型水库、28座病险水闸
和河道险工险段安排专人值守。对过河路口
和险工险段，安排乡村干部 24小时巡查；信
阳应急管理局、水利局、自然资源局、气象局
牵头的 4个防指督导组强化督导检查，实现
雨到哪里，值班抽查和督查检查跟进到哪里，
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实到位；小浪底管理中
心发布通告关闭小浪底风景区，暂停所有户
外施工项目和测量任务，施工人员及设备全
部撤离至安全地带。

省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暴雨）Ⅲ级应

急响应，各级气象部门主要负责人坚持一线值
守，密切监测雨情，精准预报灾害性天气；省水
利厅启动6000多处观测站点，时刻监测水情，
建立防汛风险工作台账，针对高风险部位，要求

“三个责任人”、抢险物料设备、抢险队伍、方案
必须到位；省通信管理局要求全省信息通信单
位立即进入战时工作状态，做好应急通信保障
准备，确保汛期应急通信保障任务顺利完成。

省防汛办协调联动解放军、武警部队突
击力量待命，督促指导各地提前预置防汛抢
险力量，做到汛情灾情早准备、早发现、早报
告、早处置。目前，全省 28000 多支救援队
伍、70余万人全天备勤、严阵以待，力争灾害
发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险救援，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消防抗洪抢险 19支市级突击队、157支
站级攻坚组，共3790名消防指战员、366艘救
援舟艇提前集结，全天候屯兵备勤；河南黄河
河务局要求各级河务部门主要领导既要挂
帅、又要出征，6支黄河应急抢险队24小时待
命，对易出险工程配备大型抢险设备，备足抢
险物料，发现险情，抢早抢小。

全省上下正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
署，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坚决打赢这
场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硬仗。③7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7月18日，
郑州下了一会儿阵雨就放晴了。“说好
的暴雨还下不下了？天气预报又不准
了？”其实，预报的“入汛最强降水”只
是迟到了，局地暴雨已准时入场。

18日17时至20时：安阳、濮阳、鹤
壁、信阳局地出现暴雨，新乡、郑州、平
顶山、商丘、驻马店局地出现大雨。有
24个雨量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大
降水量出现在安阳高新区，达93毫米。

强降水主要集中在什么时段？“18
日晚到20日河南大范围降雨持续，强
降水落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北部地
区。”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贺哲说。

本周天气关键词仍是“雨”。据省
气象台预报，19日，全省阴天有中阵
雨、雷阵雨，其中焦作、济源、三门峡、

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
驻马店以及安阳、鹤壁、新乡三地西部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
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

20日，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
雷阵雨，中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
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
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1日，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
西部、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22日，京广线以西阴天间多云，
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
区多云间阴天。

23日至 24日，西部、南部多云间
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
地区多云。③6

本周关键词仍是“雨”

这场强降雨迟到了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张莉）前不久，焦作市多地连续降水，
博爱县部分地区暴发山洪。走进博
爱县许良镇小东庄村，洪水肆虐后的
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7月 15日，许良镇党委组织全体
机关党员干部开展“入户访民情、我
来办实事”活动，到小东庄村进行清
淤和抢收播种。听到消息，附近村的
志愿者们纷纷加入到救灾队伍中。
该镇纪委和各村的监委会成员 40余
人组成两支队伍，分别加入了“清淤
队”和“抢收播种队”。

“清淤队”按照“一户一方案”
进行清淤。由于车辆难以进入，大
家便徒步进村，先清理主巷道的淤

泥 ，没 有 车 辆 就 用 铁 锹 铲 淤 泥 装
桶，再集中运送至垃圾点处理；“抢
收播种队”队员挥汗如雨，收割倒
伏的玉米秆，统一运送到养殖户家
中进行青贮。每清理出一块地，挖
掘机就进入田间翻整土地，一时间
处处都是“红马甲”忙碌的身影。

该镇纪委在深入一线的同时，
立足职责定位发挥职能作用强化政
治监督，督促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全力推进动植物疫病防控、灾后生
产恢复工作，镇应急管理办做好受
灾面积和情况统计，镇民政所做好
救灾物资发放，要求将社会各界捐
赠的现金入村委账户并做好各类捐
赠物资发放工作，助力受灾群众重
建美好家园。③7

我省全面迎战今年以来最强降水

洪水过后，山村来了志愿者

采取战时工作机制确保安全度汛

跟党走 足球梦 攀高峰

2021年河南省“省长杯”
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明日在新乡开幕

7月 20日，由省教育厅、省体
育局主办的 2021年河南省“省长
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将在新乡
开幕。

“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
赛是我省最高规格的校园足球赛
事。本次比赛将有来自 17个省辖
市和济源示范区、10个直管县的8
个组别的 131 支球队，2314 名运
动员、教练员参加。比赛场地方
面，新乡市前期对新乡市一中实验
学校、市二中、河师大附中、市十中
等学校的 11块标准足球场地进行
了优化升级，参赛选手们将在这里
为大家奉献371场精彩比赛，并最
终角逐桂冠。

本次赛事开幕式将于 7月 20
日上午 9时在新乡市一中实验学
校体育馆举行，届时将有新闻媒体

进行全程直播。由于疫情原因，本
次赛事没有设置现场观赛，广大网
友和群众可通过各媒体直播平台
进行观看。

为做好大赛期间的疫情防控
工作，大赛制定了疫情防控工作预
案，严格人员健康申报和健康管
理，建立了由新乡市卫健委和市教
育局保健站组成的疫情防控组，加
强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组织领导，
强化统筹协调和信息沟通，确立疫
情防控会商、监测、预警、风险评估
研判、报告、应急准备与处置联动
机制。此外，大赛还制定了安全应
急预案，确保比赛安全、饮食安全、
交通安全等。

不止疫情防控、安全保卫，新
乡市还专门成立了办公室、竞赛
部、新闻宣传部、食品安全部、后勤

接待部、交通保障部、文化活动部、
志愿者部等十个大赛办事机构，全
方位服务赛事全程的方方面面。
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全省校园足球
工作研讨会和全省体育特色校裁
判员培训等系列活动。

新乡市是全省被教育部命名
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
区”的四个地级市之一；截至 2020
年年底，该市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中小学数量达到135所，国家
级足球特色幼儿园 20所,国家级
试点县（市、区）1个（辉县市），市
级足球特色学校 42所，市级足球
特色幼儿园 29所……这些成绩的
获得都具有里程碑意义。近年来，
新乡市已形成“校长杯”“县(市)区
长杯”“市长杯”三级足球联赛竞赛
体系，该市将校园足球发展纳入全

市教育和社会发展规划，突出足球
特色，不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基
本形成教育主导推进、体育专业指
导、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广泛参与、
社会资源支持的校园足球发展新
格局。

新乡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
试验区，该市将全力开展校园足球
改革试验工作，以改革创新精神切
实推动校园足球全面深化改革，建
设校园足球特色文化，贯通足球后
备人才成长通道，积极探索和积累
校园足球全面深化改革有益经验，
开展以“球”育人、立德育人工作，
让广大青少年在参与校园足球运
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
格、锤炼意志，提高足球技能水平，
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事项

17:00前 竞赛官员、比赛监督、裁判员在国际饭店报到

17:00前 各代表队在一中实验学校报到并验资

20:00 各代表队在一中实验学校艺华厅召开领队和教练员联席会

09:00 在一中实验学校体育馆举行开幕式

10:30 各组别小组赛第一轮

08:00 各组别小组赛第二轮

08:00 各组别小组赛第三轮

08:00 小男、小女、初男、初女、高男、高女、直管县初男小组赛第四轮

15:00 直管县高男半决赛

08:00 小男、小女、初男、初女、高男、高女、直管县初男小组赛第五轮

15:00 直管县高男决赛

19:30 小男、小女、初男、初女、高男、高女、直管县初男小组赛结束

20:00 小女、初女、高女在一中实验学校会议室抽签

15:00 直管县高男半决赛，高男、高女1/4决赛

16:00 初男、初女1/4决赛

16:30 小男、小女1/4决赛

15:00 直管县高男决赛，高男、高女半决赛

16:00 初男、初女半决赛

16:30 小男、小女半决赛

08:30 小男、小女、初男、初女、高男、高女5-8名决赛

15:00 小男、小女、初男、初女、高男、高女1-4名决赛

18:00 在一中实验学校体育馆举行闭幕式暨颁奖仪式

日期

7月 18日

7月 19日

7月 20日

7月 21日

7月 22日

7月 23日

7月 24日

7月 25日

7月 26日

7月 27日

时间

活动日程安排

（上接第一版）

一粒“种子”有多珍贵？

“可别小看这些种子，它们是基础性资源，也是国家战略性
资源，是种业的核心竞争力。”胡琳说，“当然，不是所有的种子都
是种质。”

胡琳告诉记者，种质是遗传物质的载体，是具有利用价值
的资源，它往往存在于古老“农家种”、新培育的推广品种、野
生近缘植物等特定品种中。

目前，库中 7021份小麦种质资源中，有一半属于精华中的
精华，在国家种质资源库也有备份，具备国家和省级双重“种质
编码”，以此确保种质安全。

橘红心大白菜，你听说过吗？省农科院园艺所叶类蔬菜研
究室主任原玉香对这一品种情有独钟：“切开后，白菜心是深黄
色，经阳光照射迅速转为橘红色，不但颜色好看，且粗纤维少，口
感好，更富含类胡萝卜素，营养价值也很高。”

然而，凝结原玉香团队十多年心血的这一新品种，去年在多
代自交扩繁中出现了基因混杂，令她焦虑。“白菜属于异花授粉，
多代扩繁中稍不注意就会出现基因混杂。”当在种质库中找到
10年前保存的原始种后，原玉香高兴极了：“原始种的发芽率高
达95%，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随后，他们在大棚里对原始种进行繁育，以保证这些种质资
源的可持续性。“种质资源库让我们尝到了甜头，今年准备再整
理一部分珍贵的资源放到里面。”目前，种质资源库里存放有蔬
菜种质资源6800份。

“种子”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搜集、保存是为了更好地利用。
在现有的小麦种质资源里，约970份“农家种”弥足珍贵，这

是省农科院小麦分子育种团队经过三代人的不懈努力搜集传承
下来的，几乎涵盖了整个黄淮海平原地区的古老品种。

“它们的遗传多样性比现代种要丰富得多，为培育出更多新
品种提供了可能。”胡琳说，“农家种”极具地方特色，具有广适
性，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矮孟牛”声名远扬，作为山东农业大学经过26年艰苦研究育
成的冬小麦品种，它矮秆、多抗、高产，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
奖。据了解，“矮孟牛”中的一个重要亲本，就是河南“农家种”——

“孟县201”，它身上的适应性和抗病性基因被移植到了“矮孟牛”上。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郑麦9023”，是我省很有代

表性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其中的早熟基因也来自“农家
种”——“荆早21”。

不仅小麦，上世纪 60 年代，省农科院花生育种团队就开
始收集保存花生种子，至今入选的种质资源有 2600 份，其中
不乏珍贵的河南“农家种”。

“花生是‘舶来品’，原产自南美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
们进行普查时，收集到开封‘一撮秧’、濮阳‘一把抓’等一大批具
有区域特点的‘农家种’，它们成为我省花生育种的重要亲本材
料，育成的衍生品种已超过50个。”河南省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
花生育种团队首席专家董文召说。

种质资源的搜集保存是与时间的较量，某种基因一旦从地球上
消失，就难以再创造出来。自今年起，我省将利用3年时间，在全省范
围内组织开展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以守护好这份珍贵的“家底”。③6

在-4℃邂逅3.5万份“种子”

7月17日，沁阳市紫陵镇组织干部和全镇13个村防汛队伍共450人，在沁河大堤范村
险工段进行实战演练。⑨6 杨帆 李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