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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晓波

1月 17日，新乡延津县种粮大户
彭良成来到农田给小麦喷施营养液。

“麦苗长势不错，正处于分蘖盛
期，叶龄大部分处于四叶一心，去年连
续强降雨冲刷土壤肥力，今年得上点
肥料壮壮地力。”彭良成说。

去年我省小麦播期普遍推迟，苗
情类型极为复杂，加之春季天气不确
定性大，麦田春管难度加大。1月 17
日，我省发布春季麦田管理技术指导
意见，今年麦田春管以“促弱稳壮保群
体，促苗转化保穗数，促穗发育增粒
数，养根护叶增粒重”为目标，分区域、
分类型、分阶段精准施策，力促苗情转
化升级，搭好丰产架子，努力夺取夏粮
丰收。

返青至起身期
早管细管 促苗转化升级

“目前我省小麦正处于越冬期，生
长速度较为缓慢。从 2月中下旬到 3
月上旬，全省小麦将进入返青至起身
期，要根据苗情、墒情、病虫情，分区分
类施策，早管细管精管，促进苗情转化
升级。”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农艺
师、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蒋
向说。

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数据显
示，我省小麦越冬期苗情明显好于预
期，全省一、二类苗比例 77.4%；三类

苗比例 22.3%；旺长苗比例 0.3%，较
上年少0.6个百分点。

对一、二类壮苗麦田，春季管理要
促控结合。对生长基本正常、群体适
宜的二类麦田，可在返青期中耕划锄
的基础上，于起身期结合浇水亩追施
15公斤左右尿素；对一类麦田肥水管
理应推迟至拔节期进行，以保苗稳健
生长；对种植优质强筋、中强筋小麦的
麦田，可在拔节期结合浇水亩追施 10
公斤左右尿素，促穗大粒多、提质增
效。

对于三类麦田，要抓住早春晴好
天气及早中耕划锄，增温保墒；对墒情
适宜的晚播弱苗麦田，宜在温度稳定
回升至3℃以上时再进行浇灌。

对旺长麦田或有旺长趋势的麦
田，返青起身期以控为主，可采取镇压
或深锄断根，抑制春季过多分蘖和麦
苗继续旺长。

拔节孕穗期
运筹肥水 保苗稳健生长

从 3 月中下旬到 4 月上旬，小麦
将进入拔节孕穗期。拔节至孕穗期是
决定亩穗数、穗粒数，并为粒重打基础
的重要时期，要因地因苗制宜，科学抓
好肥水管理，保苗稳健生长，搭好丰产
架子。

省土壤肥料站站长刘灿华表示，
对地力水平较高的一类麦田，在拔节
中后期结合浇水，每亩追施尿素10公

斤左右。对地力水平一般的一类麦
田，应在拔节初期结合浇水亩追施尿
素15公斤左右。对旺长麦田，在前期
控旺的基础上，应于拔节中后期亩追
施尿素10—15公斤。

小麦拔节期要预防干旱。据气象
部门预测，今年春季我省大部地区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降水偏少，局部发
生春旱可能性增大。各地要加强麦田
土壤墒情监测，一旦发现墒情不足应
及时浇水，应保证适宜的土壤墒情，促
进穗花发育。

抽穗扬花期
加强监测 防控重大病虫害

从 4 月中下旬到 5 月上旬，我省
小麦将进入抽穗扬花期。这个阶段是
病虫害多发、重发、叠发期，也是病虫
防控的关键期。

省植保站站长李好海表示，抽穗
扬花期要重点预防小麦赤霉病，南部
常发区要在小麦齐穗至扬花初期进行
全面喷药预防，用足药液量。抽穗扬
花期如有连阴雨或连续结露雾霾等适
宜病害流行天气，应立即组织施药预
防，降低病害流行风险。

灌浆期根据麦田病虫发生实际情
况，将杀菌剂、杀虫剂、植物生长调节
剂及叶面肥等，科学配方、混合喷洒，
综合控制条锈病、白粉病、叶锈病、叶
枯病和穗蚜等多种病虫危害，达到一
喷多效。③5

本报讯（记者 孔学姣 通讯员 徐
梦雨）郑州爱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拥有的玉米品种“爱瑞特 501”品种
权为质押，于 1月 10日在农业农村部
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完成了质押备
案，成功获得 200万元贷款。这意味
着河南完成首例植物新品种权质押融
资贷款。

1月 17日，北京东鹏资产评估（北
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史煜杰介绍：“目
前国内专利、商标权质押融资比较普
遍，但植物新品种权质押融资还非常
少，此举进一步拓宽了企业质押融资
渠道。”

我省提出着力打好种业翻身仗，
让中国的田野里种上更多河南种子。
据了解，爱瑞特公司从北美、南美引进
爆裂玉米种质资源，结合现代育种技
术开发培育了爆裂玉米新品种，并在
内蒙古、新疆等地进行大面积试验推
广种植。

“我们成功打破了我国高端爆裂
玉米种子及爆裂玉米长期由国外垄断

的局面，在国内高端爆米花食品加工
行业市场份额占比超过 40%，连续多
年在细分行业市场排名第一。”爱瑞特
公司总经理李大良介绍，公司培育的
蝶形、球形、球蝶混合形等爆裂玉米品
种，在产量、膨爆特性等性状指标上均
比进口同类品种有明显提高。

爱瑞特公司已申请植物新品种保
护 32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6个。但
近段时间以来，公司业务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较大，急需资金用于后续研
发及扩大生产。

郑州市金水区国家知识产权创意
产业试点园区管委会在深入分析企业
的经营情况、研发实力后，将爱瑞特公
司纳入“知识产权创意壹号”信托资金
贷款计划。经相关专家进行评估后，
该公司获得了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授信的200万元贷款额度。

金融机构牵手农业科技企业，有利
于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和话
语权。“我们正逐步打开海外市场，开展
海外推广种植工作。”李大良说。③5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1 月 17
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省政府日前
正式印发《河南省“十四五”科技创新
和一流创新生态建设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为我省“十四五”期间建设国
家创新高地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施
工蓝图”。

《规划》提出了我省科技创新和一
流创新生态建设的“十四五”目标和
2035年远景目标：到“十四五”末，我
省一流创新生态基本形成，国家创新
高地建设呈现雏形；到 2035年，我省
在全国创新版图中的战略地位全面提
升，创新能力进入全国前列，基本建成
国家创新高地。

在指导思想上，《规划》提出了“对
标一流、人才为本、改革赋能、开放融
合”的基本原则，强调要坚持党对科技
创新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四个面
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
才强省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打造
一流创新生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
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要素链、制
度链共生耦合。

《规划》紧扣打造国家创新高地目
标定位，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全省科
技创新总体部署。围绕着力建设国家
创新高地“一个主线”，坚持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培育和营造创新活力迸发的
创新生态“两头抓”，突出“三个导向”，
即“起高峰”——抢占科技创新制高
点，创建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夯
高原”——着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提
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补洼地”——
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全面完善我省创
新体系。着力推进建设一流创新平
台、凝练一流创新课题、培育一流创新
主体、集聚一流创新团队、创设一流创
新制度、厚植一流创新文化、加快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高水平建设创新载体、
全面支撑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九项
任务”。

“十四五”时期，我省科技创新和
一流创新生态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研
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实现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国家大科
学装置、世界一流学科、重大前沿课题
研究、重大原创性成果“五个突破”，促

进创新主体高效联动、创新资源高效
配置“两个高效”，推动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研发活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活
动、重点产业集群中试基地或产业研
究院“三个全覆盖”。

《规划》还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
目标。

战略科技力量加速壮大。构建以
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科研机构、研究型
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为重要组成部分
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河南梯队。

创新实力大幅提升。构建以郑州
都市圈为核心引擎、区域中心城市多
极支撑的区域协同创新总体布局，培
育建设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科技
创新综合水平迈上新台阶。

创新体系更加完善。培育引进各
类创新要素，上下联动、内外融通、高
效协同的科技创新新格局基本形成。

一流创新生态基本形成。打造一
流创新链条、创新平台、创新制度、创
新文化，形成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创业
潜力有效激发、创造动力竞相迸发的
创新生态。

全面支撑现代化河南建设。在重
点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支撑“十大
战略”深入实施，为建设现代化河南增
势赋能。③6

《河南省“十四五”科技创新和一流创新生态建设规划》发布

打造国家创新高地“蓝图”绘就

《河南省“十四五”科技创新和一

流创新生态建设规划》作为我省“十四

五”重点专项规划，不仅是前瞻 30 年、

立足这 5 年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

人才强省战略的统筹谋划，而且是指

引我省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纲领性文

件，是落实锚定“两个确保”的重要顶

层设计。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加速演进，创新版图加速拓展

演进，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为实现科

技跨越赶超提供了重要机遇。国家大

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坚持把创新摆

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位置，把科

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战略支撑。我省

以不进则退、慢进亦退、不创新必退的

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把创新驱动作

为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战略支

撑。

《规划》的科学编制，为我省在拉

高标杆、加压奋进中开启国家创新高

地建设新征程，为实现“两个确保”绘

就了发展蓝图、筑牢了战略支撑。

《规划》的明确部署，为我省完善

科技创新体系，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科技硬

实 力 、经 济 创 新 力 提 供 了 路 径 和 遵

循。

《规划》的落地实施，必将引领推

动我省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

点，加快塑造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

力的现代经济体系，全力建设国家创

新高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作出河南新贡献。③6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
主任、省社科院原院长 谷建全）

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
【专家点评】

河南首例——

“爆米花”质押融资200万元

我省发布春季麦田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力促苗情升级 搭好丰产架子

本报讯（记者 赵一帆）1月 17
日，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华北
不断扩散南下冷空气影响，1月 20
日至 26日，我省将有两次大范围雨
雪天气过程。

据省气象台预计，19 日至 23
日，全省将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和雨
雪天气。其中 19日和 22日前后全
省 东 北 风 4—5 级 ，北 中 部 阵 风
6—7级；20日至 23日，全省将出现
持续雨雪天气，东南部中雨转雨夹
雪，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
中西部部分地区有大雪，局部暴
雪。北中部气温较低，最高气温降
至 零 下 2℃ —0℃ ，较 前 期 下 降
6℃—8℃，西部、北部最低气温零
下5℃—零下3℃；25日到 26日，全
省还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雪过程。

专家表示，1月下旬我省多雨
雪天气有利于降低森林火险等级、
增加土壤墒情、改善空气质量，但需
防范大风、降温和雨雪冰冻等对设
施农业、畜牧养殖业大棚带来的不
利影响。③7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王延辉）1月
17日零时 38分，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
灯火通明，满载防疫物资、发动机配
件、高档家具等货物的 X8203次中欧
班列伴着笛鸣隆隆开动，驶往万里之
外的芬兰赫尔辛基。

作为河南推动高水平开放的重要
平台和载体，2021年中欧班列（郑州）实
现每周16列去程、18列回程的高频次
往返对开，班次、货值、货重同比分别增
长37.6%、40.1%、41.2%。可喜的是，这
列行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火车，
为河南拉出了10亿元的消费市场。

据省发展改革委工作人员介绍，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欧班列（郑州）的

“运输圈”不断扩大：新乡、洛阳分别开
行国际班列56列、28列；新开辟波兰、
意大利、土耳其、俄罗斯等 4条国际线
路，形成了直达欧盟、俄罗斯、中亚和
东盟地区 12个目的站点、途经 6个出
入境口岸的集疏体系。

“运输圈”扩大带动了“贸易圈”扩
容，“运贸一体化”取得了明显成效。

“郑欧商品进口品种达 630种，年销售
额10亿余元，国内销售网络覆盖31个
省区市，带动贸易、包装广告、运输等
产业链中小企业上万家。”省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形成了“以运带贸、以
贸促运”产业互补良性发展格局，让市
民足不出户就能买到物美价廉的俄罗
斯牛奶、法国红酒、比利时巧克力、德
国啤酒等优质产品，满足国内群众消
费升级需求。同时也积极推动省内产
品出口，开行了信阳茶叶、南阳蘑菇、
郑煤机设备等定制化专列，进一步助
推我省外贸企业国际合作。

数据显示，中欧班列（郑州）运行8
年多来，一直保持着不断向好的发展
态势，已累计开行5400余班，货值221

亿美元，货重 313万吨，与“空中丝绸
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
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形成了河南
联通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陆、空、海、网
立体开放格局，有力促进了开放型经
济发展。

下一步，我省将进一步理顺机
制、集中力量、集聚资源、集成政策，
布局建设安阳、洛阳、商丘等中欧班
列二级业务网点；依托中欧班列通
道网络，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一站
式”服务；高水平建设中欧班列郑州
集结中心，推动中欧班列（郑州）扩
量提质增效，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建设开放强省提供有力支
撑。③9

2021年中欧班列(郑州)“运贸一体化”成绩单公布

班列拉出来10亿元消费市场

●已累计开行 5400余班

●货值 221亿美元

●货重 313万吨

●新乡、洛阳分别开行国

际班列 56列、28列

●新开辟波兰、意大利、土
耳其、俄罗斯等 4 条国际
线路

2021年中欧班列（郑州）
“运输圈”不断扩大

中欧班列（郑州）
运行8年多

雨雪降温将至

上图 冬日，黄泛区农场的麦田
里正在进行移动喷灌。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1 月 12 日，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产业集聚
区，三门峡宝武清能源网荷储一体化绿色供电园区项目
筹建处的工作人员，正有序地忙碌着。

“150兆瓦风力发电场初步选址在阳店镇砚山，目前
正在进行测风塔建设、风机选型和地形测绘工作。”宝武
清能三门峡新能源项目组负责人说。

什么是源网荷储一体化？该负责人介绍，“源”是清
洁能源生产，“网”是增量配电网，“荷”是电力用户，“储”
是电池储能系统，“源网荷储一体化”是指通过优化整合
本地资源，激发市场活力。三门峡宝武清能源网荷储一
体化绿色供电园区项目，依托三门峡市天鹅电力有限公
司增量配网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通过
智慧能源数字化集中管控平台实现各要素间的协调互
济，提高新能源消纳水平，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该项目除了风电，还有屋顶光伏发电。目前，宝武铝
业峰值功率11.03兆瓦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厂主体已建
成，正在进行并网接入。宝武清能源网荷储一体化绿色
供电园区项目是继该项目之后，中国宝武集团与三门峡
市强力合作的又一个重点项目，由中国宝武集团下属一
级子公司宝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
20亿元。

该项目的“荷”立足于宝武铝业及三门峡市高新区
内其他用户电力需求。“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可以推动
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进一步提升可再生能源
开发消纳水平，降低企业用电成本。”该负责人说。

为了支持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建设环境，三门峡成
立了市、区两级项目服务专班，对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的
立项、土地、林业、环保、水土保持、企民关系协调等相关
问题进行跟踪协调。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有关负责人介绍，该项
目在原有的增量配电网上进行扩容改造，依托三门峡市
丰富优质的风、光资源和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着力打造
三门峡“绿色电力洼地”，争做“绿色能源、绿色驱动”的典
型示范。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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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豫见新气象

一线见闻

河南科技发力了 总体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