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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 、引 进

人 才 ，更 要 用 好

人才。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人才

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用活各类

人才，对待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要

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

资排辈，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让

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英雄有用武之

地。这为我们用好用活人才进一步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省委工

作会议提出“两个确保”奋斗目标，

作出全面实施“十大战略”决策部

署，其中，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

强省战略居于首位，树立了重视创

新、重视人才的鲜明工作导向。

招才育才，关键在用才。人才

类型千差万别，不能用一个模子套所

有人，而应根据人才属性和学科特点

来制定科学考核办法，为人才充分施

展本领创造空间。紧缺人才因年龄

不符合迟迟到不了岗，招揽的人才不

敢放在重要岗位历练，少数科研单位

领导干部习惯当甩手掌柜，却热衷于

在各类课题挂名……机械、陈旧的人

才观，犹如阻挡水流的拦河坝，很容

易让事业的发展沦为一潭死水。向

创新要活力，四平八稳不行，墨守成

规更是难以实现弯道超车、换道领

跑，只有创造更加灵活的用人机制，

祛除顽症痼疾，才能真正用好人才，

激活创新一池春水。

嵩山实验室、神农种业实验室陆

续揭牌，成为筑巢引凤吸引人才的

高端平台；打造河南高等教育“双航

母”，加强高校“双一流”大学创建

“第二梯队”建设力度……我省近期

动作频频，蹄疾步稳矢志打造国家

创新高地。河南大学王学路团队瞄

准国际学术前沿、国家战略需求持

续攻关，取得重大突破。以识才的

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

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为人才创造

良好成长环境，让“千里马”在中原

大地竞相奔腾，河南定能加速隆起

创新高峰。3

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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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实现“十四五”开新局

谱写新时代河南“奋勇争先、更加出彩”的濮阳绚丽篇章
——访濮阳市委书记杨青玖 02│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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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绷粮食安全弦邓州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王
中献）“预计今年高粱每亩产量在 680
斤到 750 斤，每斤售价比去年增长
10%—15%。”9月 30 日，邓州市小杨
营镇安众村，邓州市荣冠农业科技公
司总经理刘飞站在地头，开心地向前
来学习的人们介绍红高粱种植情况。

邓州市耕地面积253万亩，粮食年
产量稳定在 30亿斤左右，是国家粮食
核心主产区，连年获得国家超级产粮大
县荣誉称号，今年又入选全国农业科技
现代化先行县、国家农村综合改革试点
试验区、省乡村振兴示范县（市）三个国
家级、省级试点。该市紧绷粮食安全

弦，扛牢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守牢两个“红线”，藏粮于地。水利

是农业的命脉，也是该市最大的优势。
邓州市拥有相对丰富的水资源——引
丹灌区 132 万亩，占当地耕地面积的
52%。利用这一优势，该市在持续开
展“空心村”“大棚房”整治，守牢耕地

“红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水资源优
势，推进全域渠灌、全域三产融合、全
域高标准农田建设，守牢粮食生产能
力“红线”。“十三五”期间，该市耕地由
244万亩增加到253万亩，农田有效灌
溉面积从149万亩增加到169万亩，高
标准农田面积达到160万亩。

强化科技支撑，藏粮于技。该市
规范建设 17个区域农技站，健全市乡
村三级农技推广服务体系。2020年，
该市农业科技贡献率达65%以上。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邓州市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冀洪策介绍，该
市加强种业创新引领，自主选育了一
批优秀农作物新品种。目前，通过国
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农
作物品种 1 个，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认定的品种 5 个，通过省
级审定的农作物新品种 11 个，是河
南省审定高产优质农作物品种最多的
县级市。（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崔
新娟）“虽然以前霜降后才开挖，可现
在客户都想念它的味道了。”9 月 30
日，温县叠翠流金的万顷良田上，不时
出现采挖铁棍山药人的身影，该县岳
村街道赵郭作村铁棍山药种植户赵
凯，举着刚刚刨出来的山药兴奋地说。

温县是怀药之乡，盛产铁棍山药、
地黄等农产品，其中铁棍山药已获得
原产地证明商标、生态原产地保护产
品、农产品地理标志三大“国家级地
标”认证，并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目录，成为全国为数极少集齐“三标一
品”的农产品。

把握地域特色，找准坐标方位，温
县提出了“做精农业、做强工业、做优三
产、做美城乡，着力打造特色农业之乡、
食品药品之都、太极文化之城、生态宜
居之地、平安幸福之区”的发展目标。

作为“特色农业之乡”，温县还是
制种强县，成功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获得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
地认定；小麦单产始终保持全国领先
水平，累计培育小麦品种 32 个，获国
家、省级科技进步奖5项。立足特色农
业优势，温县打造“食品药品之都”成
效初显：天香面业、京华食品等行业龙
头企业，正推动农产品生产实现从“产

供销”到“以销定产”，打通“从舌尖到
田间”的逆向链条。

文化赋能丰富了新业态、提升了
软实力，让“太极文化之城”声名远播，
让“生态宜居之地”实至名归。

“温县正积极推进‘印象·太极’、
河南太极拳学院等文旅项目建设，推
动文化旅游与工业、农业、康养等融合
发展。”温县陈家沟景区管理局负责人
刘中原说。

去年12月太极拳的成功申遗和今
秋央视《开学第一课》中航天员的“巡
天太极”，也为有着精品民宿、名师故
居、拳校拳馆40余家，（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陈晨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蒋晓芳）9 月 30日，淇县朝
歌街道石桥村数千亩绿油油的蔬菜长
势喜人，几名村民正在忙着间苗。交
谈中记者得知，该村 3500亩土地已于
去年全部流转给了河南省现代农业大
数据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大田
中的玉米苗在前期汛情中全部被淹，
水退后，在淇县农业农村局的帮助指
导下，该公司补种改种了白菜、萝卜、
油菜等作物。

据了解，为切实加快辖区灾后重
建步伐，促进恢复农业生产秩序，8月
25日，朝歌街道举行加快灾后恢复重

建、土地承包流转集约经营签约仪式，
河南省现代农业大数据产业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又与朝歌街道南杨庄村、
南关村、南门里村等 7 个村签订了
4500亩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将通过统
一规划、集约经营，做大做强做优农业
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为加快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以
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我们积极引
导农户把土地经营权向新型经营主体
有序流转，在全省率先建成了 5000亩
高效节水灌溉 5G数字农业示范区，累
计创建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9 家、市级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 53

家。”淇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冯玉超介绍。

淇县以打造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引
领样板为目标，按照“统筹谋划、分类实
施，示范引领、整体推进”的原则，深入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特色种
植、乡村旅游等乡村产业，“一乡一业”
产业格局初步形成。聚焦“四清一改”
（清理农村垃圾、清理乱搭乱建、清理污
水塘沟、清理农业生产废弃物、改变群
众不良卫生习惯）和空心村整治、美丽
庭院建设、示范村创建、县乡道路提升4
个专项行动，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大
整治大提升行动，（下转第二版）

优势再造谋发展温县

示范引领促振兴淇县

本报讯（记者 归欣 刘勰）10月 3
日，省长王凯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视
频调度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全力以赴
抓好黄河秋汛防范和抢险各项工作，做
到思想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确保
黄河安澜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听取了开封、新乡、濮阳、焦
作4市，省气象局、河南黄河河务局、
黄委等单位关于黄河防汛、抢险救灾
情况汇报和工作建议，对近期防汛和
本轮强降雨应对工作再安排再部
署。王凯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当前防汛形势的艰巨性、复杂性，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
灾工作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
想，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确保控导
工程不垮塌、生产堤不决口、河水不
漫滩，全力保障黄河秋汛安全度过，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王凯强调，要科学指挥调度，强化
预警预报、会商研判、协调联动，统筹
上下游、兼顾左右岸，确保控导工程、
水库等重点水利设施安全运行。要坚
决严防死守，加大夜间、凌晨等关键时

段巡查巡守，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值
班值守制度，备足抢险料物，预支应急
队伍，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迅速处置；
坚持群防群治、上下联动、部门联动，
强化地质灾害防御，根据雨情汛情果
断果敢组织群众避险转移，防止人员
伤亡。要压实扛牢责任，各级党政领
导干部必须在岗在位、靠前指挥，保
障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各级防汛责任
人要履职尽责、坚守一线，及时处置
突发险情；各级防指要加强值班值
守，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

武国定参加会议。③7

王凯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

压实压紧责任 落细落实措施
全力确保黄河秋汛安全度过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 通讯员 王磊 赵晓芳）我省
高校科研团队在原始创新领域取得重要成果——10月
1日，国际著名期刊《Science》长文刊登河南大学王学
路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该项成果是由我省科研团队
主导并发表在《Science》上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该领
域在国际上的重大突破。

豆科植物通过与根瘤菌共生形成根瘤并在其中共
生固氮是自然界生物可用氮的最大自然来源，可影响农
业和自然生态系统产量形成和碳循环。为什么光合产
物和光信号对豆科植物根瘤发育和共生固氮都是必需
的？这个问题一直是豆科植物共生固氮领域的未解之
谜。王学路团队研究成果揭示了豆科植物共生固氮的
需光机制，证明光合产物和光信号在调控共生结瘤过程
中的作用不同；同时，大豆地上部分感受到一定强度的
光，并通过体内的“信使”（论文发现的新蛋白），将来自
地上的光信号传递到大豆根部，这个“信使”是促进豆科
植物地下根瘤发育的关键因子。这项研究成果为设计
弱光或暗处也可以共生固氮的新型植物提供了独特思
路和手段。

2019 年 10 月，在河南大学生物学一流学科支撑
下，省部共建作物逆境适应与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
成立。同年12月，王学路教授加盟河南大学后，结合国
家农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以及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组
建了“生物固氮和豆科生物学”研究团队。不到两年时
间，团队引进 7位来自美国、英国等的优秀青年教师加
入；吸引了10位毕业于武汉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等高校
的优秀博士毕业生从事博士后研究；并聘请国内著名大
豆育种家作为兼职教授。团队已在《Science》《Na-
turePlants》和《MolecularPlant》等国际顶尖或著名杂
志发表论文10余篇，在审大豆品种9个，已成为生物固
氮和豆科植物前沿基础生物学研究和现代生物育种领
域国际领先的创新团队。

王学路说：“我们将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围绕国家和
黄淮海地区现代农业发展重大战略需
求，以一流课题为牵引，吸引汇聚优秀
人才，建成一支在生物固氮和豆科生
物学领域，创新活力旺盛、引领学术前
沿、奋力拼搏、满足地方需求的卓越创
新团队，为建设国家创新高地、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③7

让“千里马”竞相奔腾

发现豆科植物共生固氮需光“信使”

我省科研团队原始创新取得重大突破

国庆假期，“乡村游”
十分火爆。10月 1日，光
山县泼陂河镇钟鼓楼亲子
乐园景区风景优美，景区
内逛乡村公园、体验干农
活、观农景等活动深受游
人喜爱。谢万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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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黄河非遗国际创意周在洛阳市瀍河区开幕，将黄河流域非遗项目与邀请的国内非遗创意优秀项目融合展
出。图为10月3日，市民在黄河非遗国际创意周展览上欣赏非遗“红釉彩瓷”创意作品。⑨6 黄政伟 摄

祖国颂祖国颂

王学路（中）与团队成员在实验室。

“信使”蛋白科普图。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