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冀虹飞 刘吉磊

鹳河荷马条鳅，成鱼体长只有十多厘
米，在大家眼里绝对是小型鱼类——但其
作为一个鱼类新种，对我省水产科研人员
来说，无疑是一条“大鱼”！

这样的“大鱼”，有一条都会让水产学
界为之振奋。河南师范大学水产学院聂国
兴教授团队，9 年时间竟然“逮”到了 8 条
（含鹳河荷马条鳅在内），可谓“大鱼”满舱！

8条“大鱼”入舱，是聂国兴团队多年孜孜
以求的结果。

历艰难险阻 终摸清“家底”

时间回溯到2012年 10月，在省农业厅
（现省农业农村厅）水产局的支持下，刚成
立3个月的河南师范大学水产学院，组建起
由时任河南师范大学水产学院院长聂国兴
带队的河南省鱼类资源调查队，开始对全
省鱼类资源的时空与地理分布特征进行全
方位普查。

开展鱼类资源普查，可不是悠然垂钓
或撒网捕鱼。科研工作严谨枯燥，要到全
省各地的野生鱼市场收集样本，要走访老
渔民或渔场主，要查阅各县（市）地方志和
渔业规划，要分析整理网络数据资源，还要
实地到每一处水域进行野外采集，既是脑
力劳动又是体力劳动。

调查队队员、水产学院副院长张建新说，
最让人发怵的是山上野外采集。为了采集一
个样本，他们每人要扛着20多公斤的仪器设
备，在没有开发的山上跋涉几十公里，再穿着
下水裤跳进潭水展开作业，每一次都是对身
体素质的巨大考验。

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调查队一
路披荆斩棘，用脚步丈量了全省的高山险
峰，个个都练成了负重爬山高手。

“累是必然的，有时候还要冒生命危
险。”张建新还是调查队的“兼职司机”，他
驾驶着车子多次行驶在狭窄的山路上，还
曾陷进沙地、卡在山顶、困在枯水期的水
库底部，虽然最后都能化险为夷，但总让
人后怕。“最悬的是有一次走山路，左轮一
半悬空，下边就是万丈深渊。”

没人叫苦叫累，没人畏惧退缩，调查队
从起初只有聂国兴带着 4名新入职博士的
5人班底，到最后有 200多名博士生、硕士
生和本科生参与，队伍越来越壮大，逐渐形
成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渔业资源与环境等10个科研团队。
9年多的时间，调查队的足迹遍布我省

108 个县（市），累计行程逾 35 万公里，在
2600多个调查样点采集，保存酒精（甲醛）标
本组织15万号，取组织小样保存38828号，
测量统计33050号，掌握了全省鱼类种类及
资源分布情况的第一手资料，摸清了“家底”。

从出师不利到惊喜连连

“调查队一开始可以说是出师不利。”聂
国兴回忆说，最初，他们前往几条河流采样，
却发现水质污染严重，很难有收获。调查队
对鱼类资源普查工作前景一度有些悲观。

随着我省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深入推进，
全省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很多河流重现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美景，调查队能够
确认的鱼儿从种类到数量都在不断增加。

聂国兴回忆，有一年大年初四，他接到
洛阳一位钓鱼爱好者的电话，说从河里捞
到一条像鱼又像蛇的“怪鱼”。调查队队员
马上赶去辨认，最后确定是一条鳗鲡。

鳗鲡是洄游性鱼类，海水中繁殖，淡水中
成长。“这可是对环境依赖度较高的指示物
种，堪称活的‘水质监测器’，在我省已多年未
见踪迹。”聂国兴说，“当时在黄河流域发现鳗
鲡，说明我省河流生态有了极大改善。”

后来，调查队又在淮河信阳段、黄河长
垣段等处多次发现鳗鲡的身影。

“近几年，类似鳗鲡这样以前少见的
鱼，出现得越来越多，让我们惊喜连连！”调
查队队员、该院副教授周传江说，郑州、开

封等地相继发现罕见的“鸽子鱼”，经确认，
竟是濒危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鼻吻鮈。
该鱼类对环境也非常“挑剔”，此前在我省
未有文献记载，属于“新记录种”。

济 南 鳑 鲏、中 华 多 刺 鱼、漓 江 副 沙
鳅……截至目前，调查队确认了 137种鱼
类，较我省 1984年出版的《河南鱼类志》及
补遗记录的鱼类增加了 35种，不仅发现 8
个鱼类新种，还发现了包括大鼻吻鮈在内
的 20个新记录种，进一步丰富了我省鱼类
区系的资料，并对我省生物多样性和保护
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收官大盘点 科研“渔获”丰

历时9年多的河南鱼类资源调查工作，
日前完美收官。

除了摸清全省鱼类资源家底，发现鱼
类新种和新记录种外，调查队在科研方面
也“渔获”颇丰。

河南师范大学水产学院副院长孟晓林介
绍，调查队还“捎带”着开展了我省淡水虾类
的物种多样性研究，涉及 229 个采样点
12100余尾样品，综合界定了9种淡水虾类。

调查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批准的河南省鱼类隐存多样性挖掘及其系
统演化研究等 12个科研项目，已发表各类
代表性论文120余篇，其中在《河南水产》杂
志刊发63篇，在中文核心期刊刊发35篇，在
SCI期刊刊发25篇。

调查队每到一处，还对当地的渔政人员
和渔业企业管理者进行专业培训，并让他们
参与鱼类资源调查与保护。他们已累计为
我省培养2000余名基层水产专业人才并帮
助南阳市、许昌市建立土著鱼类标本室，指
导安阳市出版了《安阳市鱼类原色图谱》。

不断的实践，让河南师范大学的水产
学科建设接连取得新突破。2014年，该院
入选教育部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成为我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单位；2016年，
省水产养殖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获准立项建
设；2018年，获批水产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一
级硕士点；2019年，成为国家级水产养殖一
流专业建设点……

这次普查弄清了我省鱼类30多年发生
的变化，推动了水产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服
务了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及全省经济发
展。聂国兴说，虽然普查结束了，但研究工作
还在继续。他们目前正积极筹备出版《河南
鱼类志》第二版，为合理保护利用土著鱼类和
全省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保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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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代娟 本报通讯员 董广

“多亏了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同志帮我
们解决了用地规划许可证的问题，目前我们
项目建设顺利，厂房竣工正等待验收，设备进
厂也完成近九成，预计12月中旬就可以试生
产。”11月15日，在新乡市牧野区北环路与新
七街东北角的河南精工绿色建筑科技产业
园，园区负责人闫兴海兴奋地对记者说。

河南精工绿色建筑科技产业园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河南精工”）是我省重点项
目，以生产装配式建筑配件为主，由浙江精
工集团、河南绿色产业集聚区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新乡市牧野发展管理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建设。2018年，河南精工以二次交

易形式取得 200亩建设用地，随后办理了
土地过户手续和土地证。然而，在今年6月
份办理银行贷款和施工手续时，河南精工
被银行和住建部门告知需提供用地规划许
可证，不然无法办理后续手续。

然而，由于多年前的遗留问题，该地块
原有企业办理土地证前并未办理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根据法律规定，用地规划许
可证主要用于土地证的办理，在土地证已
取得的情况下，许可证已失去作用。但没
有许可证，河南精工的项目就无法推进。
事情到这里成了“死结”。

无奈之下，闫兴海找到新乡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局长牛守军立即安排用地规
划科科长范乃娟担任“首问责任人”，全程

服务处理企业难题。范乃娟认真查阅相关
资料，详细了解事情经过后，又积极和规划
分局、法规科协调，深入研究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后认为，对于补办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但如果取得土地
证再去补办则本末倒置，法律依据不充分。

但是，河南精工原定的建设时间已经
延误，相关手续办理迫在眉睫。为帮助企
业尽快开工建设，范乃娟在咨询省自然资
源和规划厅意见后，向局党委提出特事特
办的解决办法——为河南精工出具不需办
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书面意见，以便
企业到其他部门说明情况，办理后续手
续。从范乃娟介入到“死结”得到破解，前
后不到一周时间，企业顺利步入建设期。

据悉，今年以来，新乡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在开展“万人助万企”和“三个一批”活
动中，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扭住项目干，
针对项目规划审批管理工作涉及多个科
室、人员经手多的问题，对先进制造、绿色
清洁能源等产业实施“项目随人走”的一站
式首问负责制，使企业少费功夫“跑审批”，
腾出更多时间“跑市场”。

今年以来，该局运用首问负责制保障
省重点建设项目 23个，解决企业反映问题
58 个，已全部按“13710”制度落实到位。

“首问负责制”进一步克服了科室之间、人
员之间推诿扯皮和中梗阻现象，做到有求
必应，一应到底，大大节省了企业和项目的
时间成本。7

党媒牵线邮政给力

封丘滩区果园里笑声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任娜 本报通讯员 梁晓卫

11月 15日，封丘县李庄镇前辛庄村，新乡邮政的工作
人员将一箱箱刚摘下的苹果打包、装车，然后集中运往新乡
邮政仓库，发往“邮乐新乡馆”上的订单客户手中。

“没想到咱们的报道效果恁好！”前辛庄村党支部书记
曹振东，一看到随车而来的河南日报新乡分社记者，就忙着

“汇报”这两日的“战果”，“你们给俺报道后，不但前来购买
的个人、单位络绎不绝，还有商超大量进货，就这几天俺们
就销售了300多吨苹果！”

几天前，前辛庄村近千亩苹果急需出售，果农一筹莫
展。河南日报新乡分社得知后，一边组织报道，倡议爱心助
农，一边联系新乡邮政帮忙销售。通过分社牵线，新乡邮政
第一时间派人到位于黄河滩区的该村果园考察苹果质量，并
拍照设计产品海报。看到果园没有网络销售经验，苹果没有
统一包装，新乡邮政第一时间为果农联系了泡沫包装箱，并
积极争取邮乐网总部补贴，面向全国推广并免费包邮。

“农户有困难，我们必须伸出援手。”新乡邮政互联网营
销部门负责人张国才说，“邮乐新乡馆”是中国邮政官方电商
平台“邮乐网”的全国首个地市馆。除了这一自有平台，新乡
邮政还在视频号、抖音、快手等开设电商销售渠道，今年前
10个月已实现电商销售 263万单，其中农产品订单 221万
单、销售额3009万元。除“邮乐新乡馆”，新乡邮政还计划将
封丘黄河滩区苹果放到抖音平台店铺直播销售，进一步扩大
苹果销量。

“有媒体助力，有邮政电商帮忙线上销售，我们再也不
用发愁了！”曹振东高兴地说。7

获嘉县首台商事登记
全服务一体机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代娟 通讯员 赵含香）10分钟，完成营
业证照审批和出照打印！11月 12日，获嘉县首台商事登
记全服务一体机在中国农业银行获嘉支行服务大厅正式启
用。这是继长垣市之后，新乡第二个启用商事登记全服务
一体系统的县。

“之前办理营业执照，需要填写表格、电脑申报、等待后
台审批等一系列程序，最少几个工作日。现在是真方便！”
当天上午 10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新乡市越速商贸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陈阳在商事登记全服务一体机上逐一上传
所需要件，10分钟后，他就拿到了包括正副本在内的标准
格式全套营业执照。

获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杨新田表示，该一体机
的投入使用，进一步推进了商事主体登记注册的便利化，有
利于创造更优的营商环境，更好地服务企业和群众，切实提
高审批效率和服务水平。7

原阳攻坚问题楼盘
答好民生答卷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贺洪强 孙海洋）自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原阳县把问题楼盘化解作为“我为群众
办实事”的重要民生工作来抓，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群众的
住房条件日益改善。但是伴随而来的一些楼盘延期交付、逾
期办证、甚至长期停工等问题也长期存在，困扰着购房群众。

原阳县在全县摸底排查出 7个问题楼盘，并成立了 7
个由县领导牵头的工作专班，全力化解问题楼盘。县委书
记刘兵亲自督战，多次深入实地调研，定期主持召开推进例
会，要求相关部门把问题楼盘化解攻坚作为经济社会稳定
发展的大事来抓，不折不扣、彻彻底底推进问题楼盘化解。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备受社会关注的颐养乐福项目部分
已经复工，年底前有望全面复工建设。当前，该县所有问题楼
盘均已经摸底清楚，正在依法有条有序解决存在的问题。7

新乡学院一课程
入选“拓金计划”示范课程

本报讯（记者 代娟 通讯员 高峥）近日，教育部在线教
育研究中心公布首批“拓金计划”示范课程名单，新乡学院
人文学院张青民副教授主讲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成
功入选，并将在网络平台面向全国教师开放展示。

“拓金计划”是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今年启动的一
项面向全国的示范课程计划，旨在拓展各类金课的示范引领
效应，助力教师开展智慧教学经验交流，推动建设跨地区、跨
学校的虚拟教研室，培育更多优质课程。首批计划从全国上
万门国家级与省级一流本科课程中选拔100门示范课程参
与计划。据悉此次评选，我省高校共有3门课程入选。

新乡学院高度重视课程建设，学校科学规划，现有204
门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0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截至
目前，除此次入选“拓金计划”的示范课程，该校还获国家级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25门，省级精
品在线课程10门。7

11月 15日，辉县市供电公司以不停电作业的形式为
10千伏上西线28号杆加装负荷控制开关。上西线是辉县
南太行地区的一条重要供电线路，此次带电作业，通过加装
负控开关，降低线路跳闸率，提高全线路的运行可靠性，确保
周边群众度冬期间安全稳定用电。7 代娟 陈璞 摄

九年普查“大鱼”满舱
——我省发现鱼类新种背后的故事

新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首问负责 特事特办 一切围着项目转

“万人助万企”

聂国兴（右）向记者展示鹳河荷马条鳅的标本。7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摄

随着生态不断改善，我省鱼类的种类
与数量逐年递增。7

河南省鱼类资源调查队供图

野外调查十分艰苦，队员们经常冒严寒
顶风雪开展工作。7

河南省鱼类资源调查队供图

□本报记者 代娟

11月 16日，在位于卫辉市上乐村镇樊店
村的南长虹渠附近，3台挖掘机正在进行疏浚
作业。自10月份以来，为全面提升农田水利排
涝能力，卫辉市共开挖、疏浚沟渠650公里，农

田水利“战”正酣。
今年 7月份的特大洪水，造成卫辉市 43

万亩农田受灾。为提高粮食生产和农田防灾
抗灾减灾能力，10月中旬，卫辉市全面启动
以实施排水沟渠开挖疏浚、高标准农田建设、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三大类工程为主要内容的

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大会战。
据介绍，大会战包括 13个项目，总投资

10.35亿元，计划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开挖
疏浚沟渠、修复治理河道，解决 109个村、14
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对塔岗、狮豹头、正面、
香泉四座水库进行全面修复。7

■“愁人苹果”报道后续

图为南长虹渠施工现场图为南长虹渠施工现场。。77 孙少白孙少白 摄摄

13个项目总投资10.35亿元

卫辉农田水利“战”正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