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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重器背后的河南人河南科技发力了

报告原文

创造性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推动自治法治德治数治“四

治融合”，扎实开展“零上访零事

故零案件”平安单位（村、社区）

创建活动，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

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加

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最大限

度把各类风险和矛盾问题防范

在源头、化解在基层。

党代会报告热词点击“郭小麦”支招小麦冬前管理

一“缆”在手 苍穹无忧

“四治融合”助力基层善治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而
‘四治融合’是开启基层善治的一把
‘金钥匙’。”11月 16日，谈及推进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河南大学法
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陈胜强说。

陈胜强认为，“四治融合”是一个
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体系。

自治是基层善治的基础和前提。
基层善治需要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基
层群众自治制度，充分动员群众参与、
激发群众智慧、凝聚群众力量，为村
（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自我监督”奠定基石。
法治和德治是基层善治的支点和

核心。基层善治既需要法治提供准据
和标尺，又需要德治彰显温情和善意，
此所谓“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
和德治的融合，让基层治理有力度有
温度。

数治是基层善治的智慧保障。经
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的新期待给基层善
治提出更高要求，通过现代手段让“数
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基层治理与
群众需求同频共振，让发展成果更多、
更便捷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只有抓紧抓牢‘四治融合’，才能
推动治理效能实现更大提升，从而把
平安的根基打得更牢、防线织得更密，
推动平安河南、法治河南建设达到更
高水平。”陈胜强说，要健全基层治理
体制机制，关口前移、工作下沉，主动
化解、源头防范，夯实自治之基；要在
法治轨道上推动省域治理现代化，提
升基层干部法治素养，引导群众积极
参与，筑牢法治屏障；要培育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百姓喜闻乐见的
方式弘扬社会正能量，厚植德治之壤；
要建设数字河南，加强基层智慧治理
能力建设，完善基层治理基础数据，提
升数治水平。③6

□本报记者 刘晓波

11月 16日一大早，农业农村部小
麦专家指导组顾问、人称“郭小麦”的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就带着研究
生来到试验田观察小麦长势。

“小雪”将至，全省麦播已进入扫
尾阶段，小麦生产开始转入冬前管理
的关键时期。“种子落地，管字上马。”
今年受持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全
省小麦播期总体推迟，部分地区播期
偏晚，加之近期出现的寒潮天气，导致

麦播基础和出苗情况复杂。
冬前咋管理，到地里实地看看才

踏实，心里才有数。郭天财
一走进麦田，就踮起脚尖

踩了踩，看看已播麦田
的虚实程度；与随同

的研究生一起选
取 样 点 ，数 了

数基本苗，
研 判 出

苗情况和群体是否适宜；用随身携带
的小铲子挖开地表，查看土壤墒情；随
手拔了几棵麦苗，用尺子量了量株高，
数了数叶片、分蘖和根系数量，分析麦
苗的个体长势。“从小麦的基本苗数和
群体状况、个体长势以及土壤墒情综
合来看，目前这块地的小麦长势不错，
实现壮苗安全越冬没问题。”郭天财说。

“只要不上冻，小麦尽管种”。对
于目前尚未播种的地块，郭天财建议，
要抓住当前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采
用晚播小麦“四补”应变栽培技术，适
墒整地抢种，提高播种质量，防止粗耕
烂种，努力做到应种尽种、能种尽种、
晚中争早、抢时早播。

对于已播种的地块，要因地因苗
制宜，郭天财建议以促为主，实行分类
管理。

晚播麦田因小麦播种迟、出苗晚，
冬前积温不足，麦苗发根少、下扎浅，
叶龄小、分蘖少，植株养分积累不足，
随着气温逐渐降低，难以实现冬前壮
苗。对于这类麦田，郭天财建议，应适
时浅中耕划锄或机械松土，及时破除
板结，增温保墒，改善土壤透气性，并
结合适期镇压、科学肥水调控，促苗

早发快长，力争多分蘖、多成穗。
抢时早播麦田，由于

在前茬作物收获、秸秆还

田和耕翻整地时土壤偏湿，多次机械
碾压，土壤结构遭到破坏，导致部分麦
田表层坷垃多，土壤空隙大，且大量秸
秆存于地表，土壤暄松，透风跑墒，极
易因种子与土壤接合不紧，影响发芽
出苗，或因苗期根系悬空，发生“吊死
苗”现象。“这类麦田，应在墒情、温度
适宜时进行机械镇压或适时浇水，以
压实润碎坷垃，弥补土壤裂缝，提墒保
墒，防旱防冻，抑制旺长，促进次生根
下扎，保苗稳健生长。”郭天财说。

对于适期播种的麦田，在小麦开
始分蘖后对墒情适宜地块及时进行镇
压，以控制冬前旺长，促弱苗尽快转
壮。尤其对耕作整地粗放和秸秆还田
没有耙实、土壤暄松的麦田，必须进行
冬前镇压，以促进根系下扎和叶蘖生
长，确保壮苗安全越冬。“这类麦田占
比大、基础好，是明年全省小麦增产的
主体，一定要加强管理。”郭天财说。

今年墒情充足，很多“田把式”关
心“还要不要浇‘上冻水’？”郭天财表
示，除抢墒播种整地质量差，表层坷
垃多和秸秆还田未镇压耙实，土壤暄
松，表层土壤失墒快的田块外，一般
不再浇冬水，以免地温降低影响麦苗
生长；豫南稻茬麦区或其他低洼易涝
麦田，要及时清理沟渠，防止渍
涝危害。

郭天财还特别提醒，今年晚播弱
苗面积大，要特别注意受拉尼娜影响
有可能出现强降温、强降雪天气造成
冻害死苗现象；各类麦田都要严禁牲
畜啃青。同时，还要提前做好因农资
价格上涨、新冠疫情防控影响麦田管
理的应对预案。

一粒小麦从播种开始，要经历出
苗、返青、拔节、孕穗、开花、灌浆、收获
等多个阶段，历时240天左右时间。“越
冬期冻害、春季干旱、孕穗期‘倒春寒’、
抽穗扬花期赤霉病和条锈病、灌浆期干
热风、后期倒伏、成熟期‘烂场雨’等，每
个关口都要把住。任何一个环节、一项
措施落实不到位，都可能造成减产。”临
走时，郭天财拍了拍试验田里老农的肩
膀笑着说：“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呀。”

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
强。“世界小麦看中国，中国小麦看河
南”。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让中国
碗盛上更多河南粮，是责任，也是担
当。③9

本报讯（记者 孔学姣）11 月 16
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该局联
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信息中心、郑州
轻工业大学等申报的“基于大数据技
术的食品经营主体风险分类管理关键
技术研究”课题，已获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正式立项，研究成果将为食品安全
等重点领域市场监管工作提供信息
化、数字化、智能化支持。

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随着互联网食品经营
特别是第三方网络餐饮平台等新模式

快速发展，监管对象总量多差异大、监
管涉及环节多等监管难题逐渐显现。

省市场监管局利用大数据处理、
机器学习、动态知识图谱等技术，在归
集整合多方数据、构建风险评价模型、探
索风险分类应用机制等方面开展科研
工作，在技术层面上为创新食品安全监
管模式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通过构建
食品经营主体风险评价模型，全面排查
食品经营主体风险信息，能够挖掘潜在
食品经营主体隐患，为决策者提供支
持。”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赵力文 通
讯员 闾斌）来三门峡越冬的候鸟，不
止白天鹅，还有灰鹤等珍稀鸟类。初
冬时节，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三门峡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在日常
巡护时，惊喜地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灰鹤，这也是时隔 5年后，当
地再次发现该种鸟类。

工作人员通过监测屏幕看到，近
30 只灰鹤正在湿地休憩觅食。据了

解，灰鹤是大型涉禽，全身羽毛大都呈
灰色，栖息于开阔平原、草地、沼泽、河
滩、旷野、湖泊以及农田地带。

“我们在湿地还发现了黑鹳、大鸨
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工作人员介绍，
黄河湿地保护区三门峡段目前分布有
野生植物 1121种、野生动物 1066种。
其中，鸟类从以前的175种增加到目前
的 279种。这里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候
鸟迁徙地、觅食地和越冬地。③9

大数据赋能食品安全管理

珍稀灰鹤再来三门峡越冬

本报讯（记者 王向前）11 月 17
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获悉，河南省社会保险中心进一步完
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全省1472.49万
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人员通过数据共
享“免认证”，占全省领取社会保险待
遇人员的75.56%。

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是防
范社会保险基金流失，保障社保基金
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手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离退休
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定期认证制度，

要求365天内认证一次。
近年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河南省社会保险中心深入开展社
保数字化转型，建立了共享信息认证
为主、网上认证和线下认证为补充的
多渠道认证体系。此次河南省社会保
险中心多渠道共享数据，帮助退休人
员认证，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

全省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人员可通
过“豫事办”APP、“河南社保”APP等
渠道查询认证记录。③5

全省1472万余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人员

大数据共享 个人“免认证”

“在蘑菇的种植和生长季节，我们
每隔半个月都会到这里，对种植基地
内的各类用电设备开展定期巡视检
查，确保该基地的电力供应稳定顺畅，
切实提高从蘑菇种植到保存等环节的
用电可靠性，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
兴。”11月 12日，国网清丰县供电公司
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队又一次来到古
城镇葛营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向该基
地提供安全用电检查等志愿服务。

清丰县是河南食用菌供应链创建示
范县，该县17个乡镇建设食用菌标准化
示范基地达70个、标准化大棚1.2万座，
种植面积达1700万平方米，种植白灵
菇、金针菇、杏鲍菇、白背黑木耳等23个
优良品种，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强
有力的产业支撑。从蘑菇的培育环节伊
始，种植、生长、存储，每一项都与电力的
稳定供应密不可分，稳定可靠的电能对于

蘑菇的品质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保障清丰县各个食用菌基地生

产用电安全稳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国网清丰县供电公司组织焦裕禄
共产党员服务队多次来到食用菌基地，
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

对各食用菌基地内的用电设备及周边
供电线路进行详细检查，帮助清除安全
隐患；提供电力技术支持，现场讲述如
何正确规范接电；帮助客户安装“网上
国网”APP、豫电管家等线上办电渠道，
架起高效率办电桥梁，实现客户办电业
务“一次都不跑”；发放安全用电告知
书、供电服务连心卡，建立台区经理与
客户之间的紧密连接，落实主动服务要
求，打通服务客户“最后100米”，切实
提升客户用电获得感、幸福感。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经对县域内
15 个食用菌种植基地完成安全用电
检查，发放安全用电宣传页150余份，
帮助整改用电隐患 30余处。下一步，
该公司将持续开展食用菌基地安全检
查活动，切实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勇担责任，为县域经济蓬勃
发展注入强劲电能。 （武艳萍）

国网清丰县供电公司：学史力行惠民生 为民服务勇担当

“在施工作业中，咱们要严格执行
生产现场作业‘十不干’和安全工作规
程，党员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坚
决杜绝违章行为发生。”近日，在 110
千伏裕州变电站冬检作业现场，国网
方城县供电公司检修班工作负责人向
现场作业人员交代检修作业安全注意
事项，以“党建+安全”的方式筑牢冬检
安全防线。

随着“冬检”工作的全面展开，国
网方城县供电公司党委结合工作实
际，将党建工作与“冬检”工作实际有
效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
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
保设备大检查工作安全有序完成。为
保障施工作业安全，该公司要求党员
亮身份、晒承诺、强责任，切实发挥好

“一个党员带动一片”的作用，带动职

工提升安全常识、隐患识别、岗位操作
和安全防护等能力；通过开展“党员身
边无违章、无差错、无投诉、无违纪”四
无活动，实行党员“亮牌上岗”、签订

“党员身边无违章”承诺书、建立党员
安全责任区等，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
到每个党支部、每名党员，引导党员带
动身边员工立足岗位履职，不断提升
服务品质和供电质量。该公司把“党
建+安全”落地现场，将“党员责任区”
延伸在工作一线，明确每个现场责任
区负责人，主动履行“党员身边无违
章”的监督职责，跟踪检查标准化作
业、危险点预控等落实情况，及时制
止、纠正身边违章行为。由于现场作
业存在点多、范围广，党员骨干主动履
职尽责，组成党员突击队，分别在现场
安全管理、技术管控等岗位担任主力

军，真正做到党员身边无违章，全力确
保人身、电网安全。

整个冬检现场忙而不乱，井然有
序，利用“党建+”模式为抓手，强化党
建引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建立
自上而下的责任体系，树立“大安全”
工作格局，实现党建工作与安全生产
相融相通、相互促进，做到安全检查、
精细检查、优质检查，确保冬检各项工
作取得实效。

该公司通过实施“党建+”模式，进
一步提升了党员的责任意识、先锋意
识和自律意识，带动全体检修人员更
好的遵守安全规程、操作岗位作业标
准和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真正做
到党员身边无违章，全力保障冬检工
作扎实高效推进，并为迎峰度冬重要
保电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吴琼）

国网方城县供电公司：“党建+安全”备战电网迎峰度冬

国网清丰县供电公司组织焦裕禄
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古城镇葛营村食
用菌种植基地开展安全用电检查

图为尉氏县张市镇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小麦田一角
（11月 16日摄）。⑨6 均为
李新义 摄

□本报记者 师喆

11月 7日晚，电视里正在直播神
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航天员首次出舱
过程。

身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九院六
九三厂电缆网事业部副主管设计师，
李琦抱着儿子边看边讲解：“叔叔阿
姨航天服上这根白色的‘脐带’电缆
就是爸爸参与研制的，这可是航天员
们的‘生命通道’。”

一根小小的航天电缆，功能可
不少。“我们的产品能够让航天员的

‘方便’问题更方便。”李琦介绍，除
了“脐带”电缆，团队还研发了航天员
出舱后使用的背包电缆，以及空间站
内的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所使
用的全套电缆网产品，可应用在大小
便收集装置，以及微量气体检测装置
子系统、CO2 还原子系统、水处理子
系统等子系统上，保证航天员太空
生活各分系统、单机之间控制指令、
信息传递畅通无阻，保障航天员的
生命健康。

研制这样一根能够遨游苍穹的
航天电缆，需要经过数道关卡：在图
纸上反复设计修改，对电缆线及外护
套的材料不断筛选迭代，从导线下
线、绑扎、零部件准备，再到每根导线
焊接、装配，还要经历一系列抗拉力
测试、热真空测试、震动测试等环节。

“我们的工作关乎国家航天事业，
关乎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半点都马虎
不得。”这个生于 1989年的大男孩话
不多，但聊起工作，态度极为认真。硕
士毕业后，李琦进入六九三厂工作。
从负责研制火箭发射所需的垂直度调
整设备，到加入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电
缆网研发团队，项目和岗位变了，他对
工作的认真负责从不曾变过。

同事开玩笑说，时间在李琦的身
上似乎以 3 个月为单位——为电缆
网外护套挑选抗辐射性更强、更安全
的材料，花了 3 个月；做高低温热循
环实验验证电缆网的热真空释气情
况，花了 3 个月；研究电缆网连接器
尾部灌浇新工艺，又花了 3个月。一
个个项目攻克下来，时间也悄无声息

地溜走了。
“攻克难题时一专注就忘了时

间，这是从我师父身上学到的。”李琦
口中的“师父”，是已埋头研制航天电
缆近 20年的电缆网事业部主管设计
师靳霞。2005年，六九三厂接下了研
制航天电缆的任务，从各个部室挑选
精兵强将组成联合攻关小组，靳霞就
是初始成员之一。

此次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女航
天员王亚平执行出舱任务的背后，就
有靳霞带领团队攻克的又一个难
关。“女航天员的力气相对小一些，为
了便于她们执行任务，我们把操作电
缆连接所需要的力降低 50%以上，让
舱外操作更方便。”靳霞说。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已顺利
开启为期 6个月的太空任务，靳霞带
领团队继续攻关。

“背包电缆重量能否再减轻一
些？”“电缆除了焊接、铆接外，还有没
有更好的方式？”……新的课题不断
产生，他们对航天事业的爱始终炽
热。③5

河南科学家
有话说▶▶

李琦在仔细
检查电缆网产
品。徐忠生 摄

坚守航天报国初心，坚持科技自
立自强，在探索浩瀚宇宙的征程中，贡
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九院六九
三厂电缆网事业部副主管设计师李琦

图为尉氏县南
曹乡砖楼村村民对
小麦缺苗断垄地块
进行补种。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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