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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

□本报记者 刘晓阳 李筱晗

眼下，河南秋收基本结束。作为我省第
二大秋作物，近年来，花生种植结构不断调
整，花生种植面积和总产均居全国第一，优
质花生占比大幅提升，但产业组织化程度较
低，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
升。对此，记者走访了正阳、浚县等花生种
植大县。

产后加工短板明显

“花生是有前景并充满希望的产业。”前
不久，在正阳县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省农科院院长张新友表
示。

在大面积种植的油料作物中，花生出油率
排第一，1亩花生的产油量相当于2亩油菜或者
4亩大豆。当前，我国的食用植物油相对短缺，
自给率为30%，而70%的食用植物油需要通过
进口油料或成品油来解决，这为花生产业的快
速发展提供了契机。

夏抓粮，秋抓钱。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农
民愿意种花生，在大田秋作物中，花生的比较
效益优势明显，对增加农民收入作用十分突
出。浚县丰盛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柳存旺
介绍，花生种植虽然种子、化肥等农资投入大，
但因价格保持在高位，亩均纯收入达 1000元
左右，效益比大豆、玉米高出不少，农民的种植
积极性很高。

我省是全国花生生产第一大省，面积和总
产分别占全国的1/4和 1/3，然而，花生产后加
工能力不足，与山东相比有较大差距。“我们是
花生种植大省，但还不是花生强省。”不少业内
专家认为，整个花生产业组织化程度低，产业
链衔接不畅是主要问题。

科技赋能全产业链

近几年，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
入推进，面对短板和不足，正阳县、浚县善堂镇
等地在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
探索，“南正阳、北善堂”的花生产业格局在逐
渐形成。

关于全产业链布局，张新友提到两个关键
因素，一是产品质量问题，通过科技赋能和严
格规范管理，保证每一个环节的产品质量，二
是注意产业链上下游的利益分配。

9月底，走在浚县善堂镇的田野上，望不
到边的花生地，满目葱茏。从 2018年的 500
亩，到如今的10万亩，浚县高油酸花生产业发
展迅速。

以丰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企业
大面积流转土地，采用“公司+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农户”的发展模式，托管给种植大户
或家庭农场进行管理，在省农科院“四优四化”
专项的推动下，选用早熟高油酸花生豫花 37
号等品种，采用深耕翻、宽幅起垄种植、平衡施
肥等配套技术和标准化种植模式，统一防治病
虫害、机械化种植。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研究员臧秀旺说，“先起垄后播种的种植模式，
旱能保墒，涝能排水，在今年连续强降雨天气
中的表现非常抢眼。”

作为全国花生第一大县，正阳花生的良
种覆盖率由 2015 年的 80%提升到 95%，其
中，高油酸花生种植面积 50 万亩，占全县花

生种植面积的 30%。正阳已成为全国最
大 的 高 油 酸 花 生 种 子 繁 育、生 产 基

地。
种得好还要卖得好。收获后的花

生怎么卖？浚县善堂镇王礼村村民张
凤云对记者说：“现在都是订单式种
植，地里花生还没种上，收购方就确定
了，而且价格比普通花生高，销路根本

不用愁。”
据了解，高油酸花生每斤高出普通花生

0.5元至 0.8元，亩增收益 300元以上，成为全
省花生主产区农民增收的新渠道和高效农业
的“王牌”。

从生产种植环节到流通环节再到加工环
节、贸易环节，科技赋能让花生产业链条衔接
流畅。浚县产业集聚区50万吨的花生仓储物
流园已经实现了专收专储，一袋袋花生通过现
代化生产线打包成袋，通过物流网络，“飞往”
全国各地。

正阳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引进鲁
花、君乐宝等一批花生加工企业。其中，鲁花
专用高油酸等优质花生品种，进行产业链深加
工，年生产能力15万吨，并带动培育了花生天
地、正花食品等本土企业，形成龙头带动品牌
集中、品类齐全的加工体系。

“标准化种植，规模化生产，产加销经营一
体化推广，朝着专种专收专储专用方向努力，
推动‘三链同构’协调发展，我省的花生产业未
来可期。”臧秀旺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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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霞 成利军 李建国

“供电公司推送的‘我要找电工’小
程序很方便，点开页面就能找到供电师
傅，用电难题立马搞定。”10月17日，济
源邵原镇农民李杰的肉兔养殖场需办
理临时用电业务，20分钟后，服务人员
赶过来帮他接通了电源。

今年以来，国网济源供电公司围
绕“营商环境再优化、服务质效再提
升”，创新推动“便民、降本、提速”措施
落地落实，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电力
获得感。

创新模式 让服务更便捷

“把客户当家人，把服务当家务，把
群众的难事当成自家的急事。”这是该
公司在深化供电服务中坚持的理念。

根据济源山区丘陵多的特点，该

公司创新服务方式，推出“微信群+网
格化”模式，构建“一格一群”服务机
制，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城区建立 26
个、郊区建立了 40个网格化服务点，
形成了“一村一群、一居一群、一社区
一群”，把日常服务覆盖到村（居），延
伸到了群众家中，做到了服务“不出
群”，办电“不出格”。

鉴于农村留守老人可能出现的用
电不便情况，该公司研发了“我要找电
工”微信小程序，打开页面即显示客户
所处区域的电工头像和联系方式，有
效解决了客户“如何第一时间找到人”
的问题。

笔者了解到，在今年前 9个月，该
公司共建立微信群 752 个，入群客户
21.39万户，利用“群”“格”协同，开展
便民服务 9500 多例，服务及时率达
100%；依托微信小程序，办理客户用

电业务 510例，解决群众日常用电难
题 1200 多个。此外，该公司还通过

“网上国网 App”申请报装等方式，实
现了“不见面”办电和高效能用电。

提高效能 让办电快起来

10月1日，王屋镇居民张满堂需办
理红薯加工厂的低压用电业务，通过微
信群@网格化供电服务员工后，不到20
分钟，服务人员就上门受理业务。这要
在以前，至少需要2个工作日。

提高办电效能，是优化服务质量
的关键。该公司把精简用电环节、压
减办电时长作为提高办电效能的务实
举措，对 10千伏扩建、增容的普通客
户，全面取消“设计审查”和“中间检
查”2个环节，高压办电环节精简至现
在的“业务受理、答复供电方案、验收
送电”3个；低压客户只保留“业务受

理、装表接电”2个环节。此外，该公司
还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同，实现信
息共享，自动获取新增注册企业信息，
主动预约办电，实现企业办电免申
报。对于通过工商信息主动办电的，
高压客户办电环节精简为“答复供电
方案、验收送电”2个，低压客户办电环
节精简为“装表送电”1个。

此外，该公司还建立了服务效能跟
踪督办机制，明确 1250千伏安及以下
10千伏普通客户，业务受理3个工作日
内答复供电方案，验收合格后2个工作
日内送电；对低压小微企业客户，具备
直接装表条件的“当日申请、当日接
电”，需架设杆塔入地穿管的“当日申
请、次日接电”，办电时长不超过2个工
作日。同时，与政府协同发布《用电报
装外线接入工程告知承诺审批暂行办
法》，将电力接入工程涉及的道路开挖

许可等12类行政审批全部纳入告知承
诺制，审批时长由5个工作日压减至1
个，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

目前，该公司居民、非居民、小微
企业平均接电时间分别压缩至 2个、5
个、15个工作日，10千伏高压客户业
务办理时限压缩至 16个工作日，较以
往规定时限缩减33.78%。

精准施策 让用电更省钱

“供电公司真靠谱，给俺省去了 2
万多元的投资。”9月 21日，大峪镇某
饲料加工企业负责人高东方高兴地
说。高东方的饲料加工厂距离最近的
电源点有一公里。供电公司按照客户

“红线外免投资”相关政策，很快解决
了他的用电难题。

对客户来说，降低成本就是实实
在在的红利。该公司按照“用好政策、

降本提质”的理念和“就近接入、精准
服务”的原则，低压客户接入容量提升
至 160千瓦，供电公司投资至电能表，
客户享受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省
级及以上园区工商业客户和电能替
代、电动汽车充换电项目三类高压客
户，供电公司投资界面延伸至客户规
划红线，享受省力、省时、省钱服务，实
现符合条件的企业“零投资”接电。

今年以来，该公司已办理高低压
业扩报装8387户，新增容量 52.5万千
伏安、同比增长 124.7%，客户办电时
长缩短 37.7%，降低客户办电成本
1800多万元。

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持续
完善供电服务网格化站点布局，优化

“线上互动为主、线下沟通为辅、线上线
下同向协同”的保障措施，促进服务更
亲民，让老百姓用电更舒心。

国网济源供电公司：让老百姓用电更舒心

本报讯（记者 刘晓阳）出壳
12 小时的鸡苗乘坐飞机到哈
密！10月 25日，记者从省农科
院 获 悉 ，由 省 农 科 院 捐 赠 的
3500只卢氏绿壳蛋鸡鸡苗日前
已运抵新疆哈密，这些“打飞的”
到货的蛋鸡苗，将通过集中育雏
后，发放至脱贫户家中。

目前，在省农科院专家团的
指导和当地技术人员的精心饲
养下，该批鸡苗已顺利完成“新
流法腺”疫苗的接种，长势良好。

据悉，哈密牛、羊、骆驼产业
发展快，蛋鸡产业发展滞后。同
时，老百姓对鸡蛋需求高，尤其
是绿壳鸡蛋，在当地市场尚属空
白。为支持哈密家禽业发展，促
进乡村振兴，省农科院畜牧兽医
研究所决定无偿援助哈密 3500
只河南省地方优良品种——卢

氏绿壳蛋鸡鸡苗。
郑州距哈密路途遥远，只

能选择空运。因此，省农科院
专家团改变传统入孵时间，使
鸡苗在飞机起飞前 12 小时出
壳，这样鸡苗可以在出壳 24 至
36 小时内喝上水、吃上饲料，
有利于健康发育。运抵哈密
后，为确保鸡苗健康生长，专家
团对当地鸡苗饲养人员进行了
技术培训。

据了解，省农科院此次捐赠
哈密的卢氏绿壳蛋鸡鸡苗全部
为优质品种，具有生长发育快、
抗病能力强、成活率高等特点。

“优质绿壳蛋鸡的引入将丰富哈
密人民的菜篮子，也为哈密养殖
业发展注入新活力。”省农科院
畜牧兽医研究所家禽研究室主
任王明发说。③6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电视剧《红旗渠》将当年参
与修渠的英雄形象搬上荧屏，让
观众重温那段造就伟大奇迹的
岁月，在央视开播以来，观众好
评如潮。

10月 23日，记者在林州市
采访了修渠劳模张买江，当年，
他是工地上最小的建设者之
一。老人身着深蓝色立领外套，
脚穿一双黑色布鞋，虽已年过古
稀，但走起路来仍步履矫健。

“晚上吃罢饭，我就打开电
视看两集《红旗渠》。”老人说。

老人告诉记者，电视剧《红
旗渠》在林州取景拍摄期间，自
己跟随有关单位去探过班，“我
见到了扮演我小时候的小演员，
是个山东娃，也就十来岁。我给
他讲了当时我参加修渠的情况，
希望他能好好演。”

上世纪 60 年代，林县人民
为改变干旱缺水的困境，在党的
领导下，从山西引漳河水入林
县，用简陋的工具，绝壁穿石、挖
渠千里，历时近 10年，在太行山
上建成了全长 1500 公里的“人
工天河”红旗渠。

修渠过程中，不少人献出宝
贵的生命，其中就包括张买江的
父亲张运仁。“红旗渠正式动工
建设时，我父亲积极报名参加修
渠。那天收工放炮，有一炮一直
没响，他光顾着招呼大家躲炮，

没想到炮突然响了，一块飞石击
中他，当场就牺牲了……”回忆
起父亲牺牲时的场景，老人有些
哽咽。

为完成父亲未竟之事业，年
仅 13岁的张买江踏上了修渠之
路。刚到工地时，他每天就是把
用秃的铁钻收集起来，送到铁匠
炉上磨尖钻头，再背到工地让大
家使用。后来在不断摸索中，他
学会了放炮、石匠、铁匠等技术
活儿。

1965年 4月，红旗渠总干渠
通水。次年 4月，三条干渠同时
竣工，红旗渠修到了张买江的家
门口——桂林镇南山村。“当时
参加完红旗渠建设劳模大会，我
就随着奔流的渠水跑回家，进门
就喊‘娘，我把水带回来了’，我
母亲的眼泪止不住地流。”老人
动情地说。

如今，老人的儿子张学义在
林州合涧渠管所工作，加入到管
渠护渠的队伍之中。

“只要是宣传红旗渠的，宣
扬红旗渠精神的，不管是什么形
式，我觉得都很好，对我们这些
当年参与过修渠的人来说，都很
欣慰。”张买江老人告诉记者。

张买江老人表示，对于新一
代的年轻人，他有一些话想说，

“现在干部群体越来越年轻，年
轻人在懂理论懂技术的前提下，
更要懂吃苦，才是真正地践行了
红旗渠精神，才能将红旗渠精神
更好地传承下去。”③6

出壳12小时的鸡苗坐飞机

我省援哈绿壳蛋鸡鸡苗“到货”

电视剧《红旗渠》热播之际，记者与修
渠劳模张买江面对面——

一条红旗渠 三代人坚守

省农科院专家在查看鸡苗生长情况。 受访者提供

10 月 22 日，市
民在洛阳市西工区
“西工小街”特色文
旅商业街休闲游玩，
升级改造后的老街
焕 发 出 活 力 与 光
彩。⑨6 黄政伟 摄

老街
换新颜

10月 21日，汝
阳县小店镇高庄村
农民张贵臣拿着收
获的七彩富硒花生，
喜笑颜开。⑨6 康
红军 摄

项目位于航空港实验区荆

州路与雁行路东北角，项目全期

总体规划建设七栋数据中心、两

栋油机楼、一栋变电站和一栋综

合服务中心，总建筑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8万机柜，

总投资34亿元

本报讯（记者 杨凌 通讯员 杨宇）
10月 23日，中国电信中部数据中心（郑
州航空港）一期工程项目开工仪式在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举行。

项目位于航空港实验区荆州路与雁
行路东北角，项目全期总体规划建设七
栋数据中心、两栋油机楼、一栋变电站和
一栋综合服务中心，总建筑面积约 18万
平方米，规划建设 2.8万机柜，总投资 34
亿元。一期工程主要建设 1#、2#两栋数

据中心和 1#油机楼及室外附属工程，总
建筑面积为4.3万平方米，一期土建工程
含税总投资为2.2亿元；一期机电工程建
设机架 5744架，平均功耗为 6kW，总投
资7.7亿元。

作为数字经济领域的省重点建设
项目，该项目的建设将有力推进大数
据产业、5G、人工智能等上下游产业
集聚，吸引中部地区互联网、金融科
技、智能制造等大批头部优质企业客

户落户中原，也将为高质量建设、高水
平实现现代化港区增添新的动力、注
入新的活力。

近年来，航空港实验区深入贯彻“项
目为王”的理念，坚持全链条、全生态、全
力以赴推进产业培育。2021年航空港实
验区列入省市重点项目共计 72个，总投
资 2234.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54.8 亿
元，1—9月份累计完成投资 342.4亿元，
占年度计划投资的75.3%。③9

总投资34亿元！又一大数据中心项目落户航空港实验区

行走中原看三秋
•三秋观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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