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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进进奋奋

新华社海南文昌 2月 27日电（李
国利 黄国畅）2月 27日 11时 06分，我
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运
载火箭成功将 22颗卫星发射升空，创
造我国一箭多星新纪录。

据介绍，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 22颗卫星分别是泰景三号 01

卫星、泰景四号01卫星、海南一号01/
02星、文昌一号01/02星、吉林一号高
分 03D10-18 星（9 颗）、吉 林 一 号
MF02A01星、巢湖一号卫星、创星雷

神号卫星、天启星座19星、星时代-17
卫星、启明星一号卫星、西电一号卫
星，主要用于提供商业遥感信息、海洋
环境监测、森林防火减灾等服务。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409次飞行。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今年开春后，张心玲和同事们比
往年更忙了。2月 24日一早，已经连
续下乡多日的她又出发了。

今年 53岁的张心玲，是滑县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干了近
30年农技推广工作。由于去年滑县
小麦播种推迟，该县农技人员加大了
对苗情的监测力度，以便随时调整技
术指导意见。

“我们以前给农户建议‘适期晚播’，
但老百姓心急，往往过罢国庆节就播种
了。”张心玲说，在滑县，正常情况下10月
中旬小麦就能全部播完，而去年受汛情
影响，大多数地块都是10月下旬才开始
播种，晚的甚至在12月初才播完。“播种
这么晚，不光农户经历得少，对我们农
技人员来说，也是新的一课。”她说。

“晚播对夏粮丰收有影响吗？”记
者问。

“走，一起到地里看看你就知道
了。”张心玲卖了个关子。

来到万古镇杜庄村，种粮大户杜
焕永正蹲在地里查看苗情。“张老师，

快来看看俺的苗咋样？”
“呦，几天没来又壮了！”张心玲拔

起一棵高约 10 厘米的麦苗，仔细查
看。“一、二、三、四……你看他这个苗
就长得敦实，一棵苗分出 8个蘖，属于
一类苗。”她又指着苗根说，“根也分出
6条，这就是壮苗的标准。”

据了解，今年滑县小麦种植面积
181.2 万亩，播期整体推迟，晚播麦占
比较大。针对这一情况，春节过后，农
技人员立即开展小麦苗情调查，并及

时印发《春季麦田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河南省小麦春季管理技术挂图》等技
术资料，通过微信群、公众号、农村大
喇叭等渠道广泛宣传，张贴小麦技术
挂图到村到地块，做好技术引领。

“我们一直跟老百姓说，尽管晚
了，但也在适度晚播的范围内，不要着
急，要把地整好，肥料上足……”张心
玲说，没想到天气给力，今冬气温偏
高、光照充足，底墒足，晚播弱苗向好
转化，整体苗情好于预期。

据苗情调查，滑县小麦一、二类苗面
积占比94.9%，面积达到171.96万亩。

病虫害也少了。随行的高级农艺
师陈一品负责病虫害技术指导，他介
绍，以往10月上旬播麦，那时地温高、
虫多，晚播后，虫活力下降甚至被冻
死，对麦苗生长反而是好事。

蓄滞洪区的小麦播种时间更晚。
在滑县小铺乡西环路西侧一块农田，
种粮大户王付强正和工人一起掀地
膜。“我承包的 1000亩土地全部在蓄
滞洪区内，受汛情影响，去年 11月下
旬才开始播种。”王付强说。

播得虽晚，但却有“特殊待遇”。
“为了提高地温、节水保墒，我们建议
他覆上地膜。”陈一品说，覆膜可以保
证晚播小麦也能安全越冬。

拔出一棵麦苗，只见稍显细弱的苗，
竟也分出4个蘖。“你这儿的苗弱，但不碍
事，趁着天好抓紧揭膜，在拔节前喷调节
剂、叶面肥，让它长壮一些，然后再打除
草剂。”陈一品当场开“药方”，“只要管理
得当，这片麦子亩产1000斤没有问题！”

地膜掀开，麦苗苏醒。阳光下，它
们轻轻晃动，准备使出全身力气往上
蹿呢！③6

老农技人的新课题

□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赵明奇 王一将

2月 25日，舞阳县辛安镇水牛刘村
彩旗飘扬，人声鼎沸。村民们一大早就
聚在村委会广场，争先恐后一睹全县“兵
支书”登擂台、晒成绩、亮承诺的风采。

去年2月底，舞阳县完成了14个乡
镇 398个行政村的换届选举。一年来，
新的村“两委”班子工作成效如何？当
天，舞阳县以退役军人党支部书记为对
象，搭起了全县农村党支部书记“争先
出彩建功新战场”大比武的擂台，14名

“兵支书”逐一登台，在乡村振兴“新战
场”上拼成绩、比担当、争一流。

“作为‘香菇大王’，一年来，我甘当
大家致富的好帮手。村民缺资金，我们
赊菌棒给他们；缺技术，我们手把手包教
包会；缺销路，我们先给钱再收菇。今
年，全村种植香菇人数占95%以上，规模
达 1100万棒，年产值达 3000余万元。”

文峰乡李斌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张德山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一登台就
展现了敢想敢干、勇于担当的军人品质。

张德山曾服役于南海舰队，退役后
回村发展香菇种植，逐渐摸索出一套成
熟的种植经验，相继成立了专业公司和
合作社，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去年
换届连任后，他立志把小香菇做成富民
大产业。“今年，香菇种植扩增300万棒，
新引进品种2个，新建保鲜库8座……”
张德山的承诺掷地有声。

对群众承诺的事，就要兑现。一年
来，辛安镇芬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安君带领村“两委”班子改善村
居环境、招引企业入驻，村级集体经济
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 15万元。“下一
步，我们通过整合土地、投资项目、招引
企业等举措，提高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实现群众家门口就业。”王安君话音刚
落，现场掌声雷动。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郭歌 通讯员 王敏 赵
帅帅）2月 24日，在洛阳老城区土桥社区的牡丹
催花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将一盆盆牡丹捆扎、包
装、发运。

“我种了1万多棵催花牡丹，春节期间销售非
常好，目前北京、上海、山东等地的订单仍源源不
断。”种植户卫建华笑呵呵地说。

老城区是洛阳城区牡丹最集中的种植和观赏
区，也是洛阳市重要的牡丹产业集聚区。该区坚
持用现代农业理念，不断发展壮大牡丹种植产业
规模，着力叫响“国花牡丹”品牌，目前全区种植面
积达4000余亩，年产牡丹盆花20万盆，花农每年
增收 3200余万元。国际牡丹园、国家牡丹园、洛
阳牡丹园等5个牡丹观赏园每年接待各方游客近
百万人次。

搭乘互联网东风，花企花农纷纷开启“触电”
模式，直播带货成为疫情之下催花牡丹拓展市场
的新风口。一朵朵含苞待放的牡丹花，在“互联
网+现代物流体系”的加持下，走向天南海北，进
入千家万户。

为更好地服务花企花农，老城区以“万人助
万企”活动为契机，协调快递公司入驻社区与花
企花农实现无缝衔接，既增强运力，又降低成
本。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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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能力 锻作风 优服务 促发展

“兵支书”登擂台
“新战场”争出彩

滑县万古镇杜庄村农机手正在进行化学除草。⑨6 张森 摄

我国一箭多星新纪录：22颗

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李昊 通讯员 吴建成）
春节假期刚过，项城市中原农博城项目开工仪式
便如期举行，由此拉开了该市重大项目建设大幕。

该项目总投资8亿元，占地175亩，引入智慧
农产品批发系统，规划建设市场交易区、农产品展
销中心、农产品直播基地、农产品大数据中心等主
体功能区，全力打造交易溯源化、产品标准化、服
务数字化、产业聚集化的智慧农贸综合体。

开局即决战、起跑即冲刺。项城市树牢“项目
为王，谋划为先，招商为要，落地为大”的理念，集
中精力抓项目，大力推进招商引资，打造高质量发
展新引擎。

围绕“三个一批”，做好强链延链补链，编制招
商图谱，组建“2+3+21”专业招商队伍，聚焦生物
医药、食品加工、纺织服装三个主导产业和建筑防
水、皮革加工、机械铸造三个传统产业，引进了一
批规模大、效益好的项目。去年累计引进落地项
目18个，总投资99.8亿元。

该市以建设千亿工业创新高地为目标，把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培育壮大生
物医药、调味品生产、职业服装、建筑防水四大产
业基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转型升级，加快动能
转换，持续领跑、继续挑起支撑周口工业发展的

“大梁”。
（下转第三版）

重大项目释放发展新能量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主题采访综述之三

22月月 2626日早日早77时许时许，，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区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区，，运输船只在港内等待运输船只在港内等待
装卸货物装卸货物，，塔吊在晨曦的映衬下塔吊在晨曦的映衬下，，好似一幅油画好似一幅油画。。⑨⑨66 王长江王长江 摄摄

距北京冬残奥会开幕

天还有

□本报记者 逯彦萃 薛迎辉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项目是实现转型发展的硬抓手
和真动作，没有项目的落地投产，一
切目标蓝图都是“空中楼阁”。为
此，在去年 7月，我省发出了项目建
设最强动员令。

时过半年，项目落地情况如
何？是否开花结果？连日来，记者
在走访中发现，全省各地、各部门一
切盯着项目干，一切围着项目转的
热情持续高涨，项目为王的理念在
中原大地深入人心；城市乡村、工厂
车间，各地投资建设的热潮一浪高
过一浪，一个个产业项目开枝散叶，
正在释放发展新能量。

人才聚集的大舞台

“不好好读书，只能回家养猪”
这句俗话，在过去的农村一度有贬
损之意。而当前，来自国内外名校
的高材生扎根位于南阳的牧原集
团，从事“养猪”工作的并非少数。

“饲料要标准化，猪舍要智能
化，管理要数字化，清粪有机器人，
喂食有控制器，现在发展养猪产业，

是实实在在的技术活儿。”2 月 25
日，牧原集团工作人员王洪梅告诉
记者，2020年河南牧原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成立以来，牧原已经成为当
地吸引高端人才的大舞台。“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知名
院校的毕业生扎根牧原，服务河
南。”南阳市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介
绍，如今牧原也成为我省“招才引
智”军团中的重要力量。

产业落地，人才聚集。落户驻
马店新蔡县的亚特专用车产业园，
不仅填补了当地先进制造业的空
白，同时也带动当地高技能人才回
归，职业院校毕业生提前锁定工作。

在我省落地、投产的诸多大项
目上，来自五湖四海的高层次人才，
操着不同地方口音为了同一个目标
共同努力。我省各地瞄准先进制造
业纷纷落地重大项目，正在成为招
引人才、培养人才的大舞台。

延链补链的主抓手

“一吨盐卖 300 元，一吨碱卖
3000 元，一吨 PC 的价格是 30000
元！”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武松说，从能源到材料，只有

加大创新链，延长产业链，才能提升
价值链。

在叶县产业集聚区，刘武松指
着正在建设的新厂区说，未来脚下
的盐岩被采集上来，通过一系列的
化学反应，将变成各种高品质的透
明 PC材料，广泛应用于建材、汽车
零部件、医疗器械、航空航天等领
域。“目前项目已经实现了部分投
产，产销两旺。”

一个项目落地，让普通的盐蝶
变成高端新材料，产业链得到延
伸。在平顶山，像这样延链补链的
项目有很多。“氢氨项目建成后，将
打通从煤到尼龙‘缺气’问题；平煤
隆基新能源项目落地，串起了从煤
到光伏片的全产业链。”平顶山市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找准补
链强链延链的突破口，通过落地一
个个大项目，推动“五链耦合”，实现
优势再造，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城市
抗风险能力正在提升，新的发展动
能呼之欲出。

数字经济的“新底座”

“数字景区，可以让我们快速分
析出游客的年龄结构、消费习惯、性

别比例，进而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游
客有更好的旅游体验。”在洛阳市中
部云基地 2号通信机房建设项目工
地，负责人邹德威说，“这些机房，就
是未来数字社会建设的大脑与基础
设施。”

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呈明显
阶梯状，数字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
平呈明显正比。为此洛阳加紧布
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在中
部云基地启动 2 号通信机房楼项
目，占地面积 2.22 万平方米，建设
机柜 4000 架。“在全国地级市中，
洛阳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力度与速
度均在前列。”中国移动中原分公
司相关工作人员说。

数字银行、数字教育、数字医
疗、数字城市、数字治理已经渗透
到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滚
动举行的第三期“三个一批”活动
中，洛阳瞄准新基建、数字产业，落
地了洛阳大数据产业园中移在线
会务中心、洛轴新能源智能装备轴
承生产基地、中航光电技术产业基
地项目等。重大项目正在为当地
数字经济发展打造牢固的“新底
座”，也必将为当地经济发展释放
新动能。③9

全国人大代表王杜娟：

为推动实现
“制造强国”贡献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宋丰强：

把黄河滩
变成聚宝盆大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