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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浪滚滚，机声隆隆，又

是一个丰收年。

时下天气正好，夏粮进

入收获期，确山县普会寺镇

冯庄村，一望无际的金色麦

田里，数十台大型收割机在

田间有序穿梭，空气中弥漫

着成熟的麦香。

作为国家粮食生产核心

区重要组成部分，驻马店常年

粮食播种面积 1900万亩，连

续 3年产量 80亿公斤以上，

其中，小麦产量占全省的1/7、

全国的 1/27，粮食生产已实

现“十八连丰”。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

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驻马店将“牢牢把住粮食安

全主动权”的谆谆叮嘱，化成

“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的实

际行动。今年，全市夏粮播

种面积1171.73万亩，比上年

增加 1.71 万 亩 ，其中小麦

1168.3 万 亩 ，比上年增加

3.15 万亩，夏粮有望再获丰

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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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丰农稳底气足粮丰农稳底气足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通讯员 田春雨）日前，驻马店市召
开2022年第二季度“三个一批”项目建设观摩点评工作会议，
西平县获得此次项目建设观摩综合排序第一名。

今年以来，西平县扎实推进“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坚
持“项目为王”不动摇，切实把项目建设作为扩充总量、优化结
构、转型升级的总抓手，突出主导产业，狠抓招商引资，强化要
素保障，主要精力向项目集中、工作重心向项目集聚，确保签
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效。

据介绍，为明晰产业发展路径，奋力推进集聚集群发展，
西平县牢牢立足招商引资工作，建立“2+20+N”招商引资工
作机制，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招商方式，开展各类招商活动
20多次，洽谈对接项目 34个，服装产业规模、畜牧装备供应
链、电力装备产业集群不断延伸扩大。同时持续强化用地、用
工和资金保障，紧抓政金企对接实效，建立畜牧机械供应链金
融平台，为企业融资 2亿多元；实施“百园增效”行动，盘活产
业集聚区低效土地 210亩、闲置厂房 1.2万平方米；开展针织
行业“缝盘下乡”活动，引导群众就近就业，今年以来为集聚区
企业提供用工1200多人。7

本报讯（记者 祁道鹏 通讯员 付忠于）“今年种了 28亩
优质小麦，预计亩产能达700公斤。”5月25日，望着田野中的
金黄麦浪，汝南县三桥镇辛庄村村民杨初兴奋地说，“麦子一
收割合作社就按照签好的订单价格来回收，约摸着能收入 5
万多元！”

目前，汝南县优质强筋小麦种植面积近 70万亩，其中订
单农业40万亩。汝南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赵静介绍，仅
此一项，就可让农民增收5000多万元。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大县，近年来，汝南县坚定落实“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圆满完成101.7万亩高标准农田，占全
县耕地面积的 67%。县里对近 10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进行全面排查整改，同时积极引进推广以百农 207、中麦 578
等半冬性优质高产品种为全县小麦主推品种，全县良种覆盖
率达到 100%；累计投入 5000多万元，连续四年实施小麦重
大病虫害全域统防统治，有效地遏制了小麦病虫害发生，为全
县小麦连年丰产丰收提供坚实保障。

为推广优质小麦，汝南县还建成优质专用小麦万亩示范
方3个，千亩示范方7个，百亩示范方28个。由于品种利用到
位、技术指导到位、科学管理到位，小麦长势良好。日前，经
省、市、县三级专家、技术人员组成的测产小组验收，在古塔街
道果园社区“百亩示范方”种植的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科兴
3302亩产达到718.3公斤，实现亩产新高。7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通讯员 李新）麦子熟，杏儿黄。在
泌阳县马谷田镇河南村果园，五月鲜、水蜜桃、枣味油桃挂满
枝头。曾经的荒山坡经过水土流失治理+生态修复+集体经
济+林果产业，成为集特色农业、农事体验、休闲娱乐、科教示
范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河南村的美丽蝶变是泌阳县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不断发力生态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县坚持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协调”发展，探索建立源头严管、过程严控、
结果严惩、平台建设、多元投入的“两山”转化体制机制。成立

“两山”基地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实施“两山”基地建设规划，统一
对全县“两山”基地建设工作进行综合规划、管理和协调。

将“两山”基地建设目标切实落实到乡镇政府及县直部
门，对每一项指标进行分解。将“两山”基地建设各项任务的
完成情况与领导干部任用、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等资金安
排挂钩，与各类评优创先挂钩。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
质量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和划定生态红线。全面推行河
湖长制，制定印发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实施方案及配套制度，全
面建立县乡村三级河湖长体系。深化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
治，重点开展违法用地、违法建筑治理。加大环保执法力度，
以“长牙”的制度机制捍卫泌阳“绿水青山”。

在生态建设中让优势特色产品扩规提质，用生态优势壮
大特色产业发展，泌阳县构建了产业集群、龙头企业、示范基
地、合作组织“四位一体”的“两山”转化格局，真正实现生态建
设“结”产业之果。其中，在夏南牛产业园区，通过延伸产业链
条，正逐步谋划以生物牛血生物制剂项目带动转型升级。占
地560亩的食用菌产业园形成了集食用菌研发、种植、精深加
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构建了“南梨、北核、中部桃、遍布板
栗和杂果”的林果发展格局，县“四大林果”基地，年产各类干
鲜果 17200万公斤，建立了千亩以上的用材林基地 40余处，
实现了林业规模发展。7

本报讯（记者 祁道鹏 通讯员 梅琳 魏亚辉）5月 23日，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园产业学院及河南省黄淮实验室签
约仪式在驻马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成功举行。这意味着驻马
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北京云鹰投
资管理公司将合作共建我省首家混合所有制现代产业学院和
省级重点黄淮实验室，共同打造我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产教
研深度融合的新标杆。

据介绍，为加强政校企合作，全面推进产教研深度融合，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园产业学院及河南省黄淮实验室将
立足驻马店经济开发区高科技产业园，围绕电力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兴专业及学科，开展协同育人、产品研发、成果转化
等工作，致力打造驻马店市又一重要的产教研融合发展建设
项目。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将以产业学院和黄淮实验室为依
托，充分发挥学校的办学优势、人才优势和专业优势，奋力打
造创新型人才的孵化库、科技智能的储备库和创业的专业库，
大力培养高质量技术型人才，为驻马店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
断地输出人力、智力资源。7

泌阳

践行“两山”理念 发展特色产业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打造产教研深度融合新标杆
□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璨

小满麦渐黄，丰收喜在望。天刚蒙蒙
亮，86岁的刘世扬就赶到了五龙镇班闫村
试验田。沉甸甸的麦穗在晨曦中泛着金
光，压弯了麦秆，也累弯了刘世扬的腰板。

刘世扬退休前是上蔡县东洪镇农技
站站长，一直从事农业科研工作。退休
后的他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反而开始
了一项浩大“工程”——培育芝麻、小麦
品种。这一干又是27年。

刘世扬出生于贫苦农家，饥饿是他
童年最大的感受。“遇到灾害年景，蝗虫
铺天盖地，顷刻间所有的庄稼都没了，饥
荒时期几个大人能为了争抢榆树皮打
架。”刘世扬回忆说。“吃饱饭，让乡亲们
吃饱饭”，年幼的刘世扬在心中埋下这样
一颗“种子”。

20世纪 50年代从农校毕业，再到参
军、转业，吃上人人羡慕的“商品粮”，刘
世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1984

年，他不顾亲友反对，毅然放弃县城里的
优厚工作，回到农村当了一名乡农技站
站长，安心与农业打交道。

“选种备种是庄稼人的头等大事，关
系到一年的收成。驻马店是传统农区，
如果能培育出一个优质高产的芝麻、小
麦新品种，那可就是了不起的贡献了。”
1995年，临近退休的刘世扬又做出一个
重要决定，自筹资金开始育种之路。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育种这个专
家大腕云集、科研院所齐聚的行业里，乡
级农技站出身的刘世扬可谓“草根”。但
是，就是这样一位“土专家”，硬是凭借一
身干劲儿闯进育种大门，摸索出一系列
杂交育种的新路径，破译良种选育的基
因密码，干成了可以跻身国家育种殿堂
的非凡业绩。

脚下踩着的是泥土，手里摸着的是
庄稼，心里记挂的是数据。为了培育新
品种，刘世扬前后投入 200多万元，克服
各种困难，承接完成省市科研项目32个，
取得科技成果奖 26个，在国家和省级专

业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35篇，完成自主
创新技术12项。

苦心人，天不负。2007年，刘世扬的
“上芝 1号”芝麻新品种成功通过省级鉴
定，他也首次登上第 14届中国杨凌农业
高科技成果后稷奖的领奖台；2011年，刘
世扬再次应邀出席第18届中国杨凌农业
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他的“上芝429”捧
回后稷特别奖。

没有专业的研究团队，没有“高大
上”的机器设备，刘世扬靠着非凡的毅
力，先后培育出 18个新品种。其中，2个
芝麻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2个通过省级
审定；4个小麦新品种通过省级审定。

“‘轮选 124’今年参加国家生产试
验，‘轮选 125’已经被国家区域试验两
年，这俩品种离‘成材’也不远了。”提起
自己的“孩子们”，刘世扬很是欣慰。

育种路上，刘世扬不知弯了多少次
腰，流了多少次汗，泥里来土里去，风里
来雨里去，但他依然带着锲而不舍的坚
毅、百折不回的倔强，无畏前行。一粒粒

浓缩着光阴与心血的种子，饱含他的梦
想与期盼，在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做农业科研，就得有像刘老师这样
‘执着’的劲头，十年、二十年、几十年，甚至
一辈子，孜孜不倦，安于清贫。”据刘世扬的
弟子刘杰介绍，一个好品种从培育到审定，
再到大面积推广，幸运的话需要13年，甚
至需要15年。“育种人的一生都在和时间
赛跑。刘老师日复一日将每一个平凡的日
子堆叠起来，最终成就了不凡的事业。”

时间砥砺信仰，岁月见证初心。从
刘世扬身上，人们能感受到“日拱一卒”
的韧劲，“滴水穿石”的执着，“一心只为
多打粮”的纯粹。

鬓华虽改心无改。虽已年迈，但刘
世扬育种的信念却从未动摇，“我希望上
天再给我五年时间，让我能培育出以矮
败为主的高产优质、高抗、广适小麦新品
种三到四个，培育出高产优质、高抗芝麻
新品种六到八个……”

“我这一辈子，就做育种一件事。”望
着无边的麦田，刘世扬满怀深情。7

刘世扬 一粒种子 大写人生

去年5月，在河南省考察途中，习近平
总书记临时下车走进麦田，看到丰收在望，
总书记说，夏粮丰收了，全年经济就托底了。

对中国这样一个 14亿人口的大国来
说，解决好本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就是对
世界稳定最大的贡献。对驻马店来说，扛
稳国家粮食核心区重任，就是对全国稳定
最大的贡献。

丰收在望莫大意，颗粒归仓才安心。
当前，全市小麦已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
疫情防控严峻形势下，为确保小麦丰收，
全市各部门纷纷行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三夏”生产工作，甘当“店小二”，为农
民纾困解难。

全市各县区开设农机转运绿色通道，
对转运农机的车辆和自走式农机实行优先

查验、优先放行；设立并公布服务热线，随
时帮助跨区作业人员和群众解决困难问
题；对于无法返乡农民、困难户和困难家
庭，提供农机作业服务，确保疫情防控安全
的前提下，抢收抢种，努力实现颗粒归仓。

对于今年的夏粮收购，全市粮食和物
资储备部门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创
新推广服务新模式。推广应用“惠三农”
APP预约售粮，让更多农民在家就可以了
解排队情况、实现预约售粮，少跑路、少排
队、快售粮。

结合全市农业生产实际，驻马店市供
销社依托为农服务中心、专业合作社、庄
稼医院、村级服务社等经营服务网点，开
展连锁经营、直供直销，稳价保供，切实满
足“三夏”农资供应需求，确保农资销售旺

季不脱销、不断销。截至目前，全市供销
社系统已销售化肥 14.4 万吨、农药 289.2
吨、农膜970吨。

石油的使用安全是做好麦收安全的
重中之重。为此，从 5月 20日起，中石化
驻马店石油分公司 49座加油站全部进入

“三夏”模式，油库预备柴油资源 2万吨，
并通过主动配送垫高加油站库存，安排物
流、油库人员 24小时全天候在岗，加油站
有需求随时安排出库，同时整合承运商运
力，满足每天600吨柴油出库。

中原熟，天下足。伴着丰收进行曲，
驻马店牢牢稳住“三农”这块压舱石，以稳
促进，以进固稳，致广大而尽精微，让稳的
基础更加牢，让进的信心更加足，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7

西平

项目建设蓄积经济“新动能”

汝南

订单农业助农增收50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本报通讯员 刘华山 高君瑞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就“三农”工作考
察调研，察墒情、看苗情、问收成，一言一行
都饱含着对端牢“中国饭碗”的殷殷期待。

“让中国碗多盛天中粮”——奔着这
个目标，驻马店持续推进农业科技化，让
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从靠手感到靠遥感，从靠体力到靠
算力，整地、播种、施肥，那叫一个精细。”
驻马店市首个“丰农家庭农场”负责人、
西平县人和乡种粮大户李红伟感慨，“无
人机一天作业 2000多亩；无人驾驶旋耕
机装上’大脑’，按着设计路线跑；手机远
程遥控，水肥喷灌系统自动开启，现在种

田真省事儿。”
该乡种粮大户丁志发也同样迎来了

属于他的丰收年。他承包的2200余亩高
标准农田经过统一耕种、管理、收割，可向
国家出售小麦近130万公斤。

“慧”种地、“云”耕田成为亮点。科技
发力，为农业保驾护航。大马力农机、无
人驾驶技术、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实际生产
中被广泛运用。

采取精细整地，增加耕翻深度，普及
机耕机耙，提高耕地质量；扩大秸秆还田
面积，科学利用沼液，增加有机肥施用量，
培肥地力；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为重点，

“补钾增微”“前氮后移”，提高投肥效果和

化肥利用率。
采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辅助系统进行

机播耕种，播种做到精量、精细，在株距和
行距上更科学、精准，提高土壤利用率及单
位面积内的机播量和水平，让农作物获得
足够的通风和光照，便于田间管理，亩均增
种500—700株，产量提高10%以上。

良技配良田，增粮又增效。打造更多
高标准农田，才能确保粮食产得出、供得
上、供得优。目前，驻马店已建成高标准
农田 945 万亩，同步抓好 52万亩高效节
水灌溉示范区建设，打造高标准农田“升
级版”，稳定保障 80亿公斤粮食产能，更
好地扛稳了粮食安全重任。

小满已过，芒种将至，驻马店“三夏”
麦收正从南到北徐徐展开。

籽大饱满的麦粒堆成小山，装满粮食
的大卡车进进出出，农民们一年的辛苦“变
现”为银行卡上响当当的数字……奏响这
曲丰收乐章的，是各类现代化的新型农机。

广袤的麦海里，大型收割机、打捆机、
旋耕机、播种机等农用机械轮番上阵，“田”
保姆、“农”家政各司其职、协同作战，马不
停蹄驰骋“掘金”。沃野千里，只见农机驰
骋，不见了农民抢天抢地忙碌的身影，各类
现代化的新型农机已经挑起农忙大梁。

麦收防疫两不误。今年麦收期间，驻
马店市在所有高速路口开辟绿色通道，对
农机手提供年检年审上门服务，为外来联
合收割机及转运车辆提供核酸抗原检测
属地登记管理一站式服务，确保外来联合
收割机能够引得进，从源头上保证农业机
械生产安全。

为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三夏”生产中
的主力军作用，今夏，各县区农机部门积极
会同各方及早着手、过细准备、全力以赴，投
入各类农业机械60多万台（套），其中4.8万
台大中型拖拉机，3.3万台联合收割机，24.8

万台播种机，3000多台秸秆打捆机。
针对往年小麦病虫害时有发生的情

况，全市农机部门动员 5万多台各类植保
机械参加病虫害防治工作，包括300多台
先进无人机、5000台大型自走式喷灌喷
雾机，保证了全市小麦病虫害防治工作高
质高效按时完成。

与此同时，驻马店市农机中心要求各
县成立应急作业服务队，目前，应急作业
服务队已经有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
800多台，确保因受疫情影响不能返乡农
户的小麦应收尽收。

“慧”种地“云”耕田 良种良方种好粮

“田”保姆“农”家政 全程无忧助丰收

中原熟 天下足 筑牢“三农”压舱石

人物故事

天中快讯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风吹麦浪风吹麦浪，，丰收在望丰收在望。。进入五月进入五月，，驻马店全市上下积极投入驻马店全市上下积极投入““三夏三夏””工作中工作中，，切实扛稳粮食生产安全重任切实扛稳粮食生产安全重任。。本文图片均为弓华静本文图片均为弓华静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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