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郎志慧 刘晓阳

“亩产首次突破 900公斤。”6月 6
日，延津县塔铺街道办事处通郭村千
亩高产示范方实打实收测产。

“亩产 740公斤，比去年高约 150
公斤。”6月 7日，延津县司寨乡小仲村

万亩示范方实打实收测产。
农业农村部、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中国农科院和省内专家见证
了这两场测产，与村民分享意料之外
的增产喜悦。

“夏粮丰收了，全年经济就托底
了。”去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南阳
视察时殷殷嘱托。今年麦收“开镰”以
来，河南 8500 万亩小麦已收获九成
多。沿着收割线，从南到北，小麦增产

捷报频传：
南阳宛城区种粮大户高新洋种植

的小麦平均亩产 600公斤，高于往年
100 公斤；周口全市大田亩产 540 公
斤左右，比去年高出近 40公斤；豫北
淇县种粮大户李文周的地块位于受灾
的蓄滞洪区，亩产最高竟达730公斤，
比去年还略高……

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
强，多地小麦增产的消息，引起全网关

注。有人惊讶：没想到产量这么高！
有人质疑：怎么可能增产这么多？

惊讶与质疑，是因为河南去年
小麦播种期遭受的“大难”让人放心
不下：10 多场大到暴雨造成罕见秋
汛，（下转第三版）

●旋耕机是最常用的
农业机械之一，中科
院金属研究所与豫
企合作开发的旋耕
机在 2021年度国内
十大热销旋耕机中
勇夺第一，被农民誉
为“千亩王”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为地方企业
带来新增销售收入
排名中，河南已连续
5年保持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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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

新华社成都6月 9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近日在四川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保持社会大
局稳定，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6月 8日，习近平在四川省委书记
王晓晖、省长黄强陪同下，先后来到眉
山、宜宾等地，深入农村、文物保护单
位、学校、企业等进行调研。

6 月 1 日，四川雅安发生 6.1 级地
震，习近平当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四
川省委和省政府全力做好抢险救灾，安
抚遇难者家属，及时救治受伤群众，安
排好受灾群众生活，注意防范次生灾
害，抓好灾后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中央有关部门立即启动国
家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委和省政

府迅速组织开展抗震救灾工作，抢通生
命通道，全力以赴做好伤员救治工作，
及时转移和安置受灾群众。目前灾区
群众绝大多数已返回家园，四川终止了
省级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转入恢复重建
阶段。

考察期间，习近平十分牵挂受伤人
员的救治和灾区人民生产生活，详细了
解抗震救灾进展情况，叮嘱四川省委和
省政府继续做好伤员救治，加强受灾群
众心理疏导，做好遇难者善后处理及其
家属安抚工作，稳妥安置受灾群众，保

障基本生活物资供应。要做好恢复重
建规划，抓紧实施，帮助受灾群众尽早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8日上午，习近平来到眉山市东坡
区太和镇永丰村考察调研。永丰村依
托水稻产业和技术优势，建成了全省规
模最大的水稻新品种新技术中试基
地。在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习近平听
取村整体情况介绍，对他们坚持粮食种
植助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做法表示
肯定。习近平强调，成都平原自古有

“天府之国”的美称，要严守耕地红线，

保护好这片产粮宝地，把粮食生产抓紧
抓牢，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
粮仓”。

习近平走进试验田，察看水稻长
势。农技人员向总书记介绍水稻试验
育种和种植推广情况。习近平指出，水
稻良种育种周期长，需要反复试验筛
选，我国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付出了艰
辛努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老
百姓丰衣足食作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
没。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靠农业专
家，也要靠广大农民。要加强现代农业

科技推广应用和技术培训，把种粮大户
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
业、高效农业。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把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十分关心推进乡村振兴情
况。他步行察看永丰村污水处理池和
村容村貌，考察村卫生站，详细了解该
村改善人居环境、做好农村疫情防控等
情况。习近平强调，乡亲们吃穿不愁
后，最关心的就是医药问题。要加强乡
村卫生体系建设，保障好广大农民群众
基本医疗。（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强调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在新的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给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南部非洲
六姊妹党中青年干部研讨班全体学员回信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
就中格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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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记者6月 9
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我省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进展有序有力。自去年重
建工作开展至今，全省灾后恢复重建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500多亿元。

粮食生产保持稳中向好，全省冬
小麦播种面积稳定在 8500万亩以上，
与常年基本持平，Ⅱ类、Ⅲ类高标准农
田修复全部完成，Ⅰ类高标准农田在

建面积127.7万亩。
倒损住房重建全力推进，城乡居

民重建住房中，修缮加固类、原址重建
类及货币化安置类均已基本完成，111
个农村集中安置点已全部开工建设，
计划10月底前全部竣工。

水毁水利工程全面修复，投资
71.33亿元对 4312个水毁度汛工程进
行修复，（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6 月 9日，
息县，河南省大别山革命老区引淮供
水灌溉工程工地上，一派紧张忙碌景
象，又一节点工程完工。“项目完工后，
可以惠及淮河沿岸 103 万人，并为
35.7万亩农田‘解渴’。”省发展改革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

同一天，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的高铁郑州航空港站项目，
已经具备通车条件，工人们正有条不
紊地开展验收前的准备工作，确保月
底正式开通运营。

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今年我省共选列 1794个省重点项目，
总 投 资 4.8 万 亿 元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1.3515万亿元。前5个月，省重点项目
共完成投资 8234亿元，占年度目标的
60.9%，比去年同期进度高3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创新驱动能力提升领
域项目完成年度投资目标的 58.2%；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项目完成年度
投资目标的 39.6%；新型城镇化领域
项目完成年度投资目标的 56.5%；重
大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完成年度投资目
标的 44.8%；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完成
年度投资目标的 65.9%；生态环保领
域项目完成年度投资目标的 67.5%；
民生和社会事业领域项目完成年度投
资目标的56%。

我省从正向激励、反向约束两个
方面着手，确保省重点项目顺利推
进。正向激励方面，坚持活动跟着项
目走，通过滚动推进“三个一批”项
目，全面增强各地、各有关方面抓项
目、促投资、增动能的责任感、紧迫
感；（下转第五版）

前５个月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占年度目标60.9%

6月 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四川考察。这是8日下午，习近平在宜宾学院
考察时，向正在参加企业招聘宣讲会的教师、学生、企业负责人了解企业招工需求和毕业生签约率等情况。 新华
社记者 李学仁 摄

6月 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四川考察。这是8日上午，习近平在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
丰村考察时，同村民们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本报记者 尹江勇

我省夏收已近尾声。丰收背后，
一系列先进农业技术供给提供了重要
科技支撑。

在我省积极推进国家创新高地建
设的背景下，中科院充分发挥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和我省持续深入开展合
作，一批先进成果深植中原沃土，结出
累累硕果。

“中科院科技成果在河南转移转化，
已经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共赢路径。”
6月 9日，中科院河南产业技术创新与
育成中心专职副主任杨卫东告诉记者。

瞄准最实用，打造贴心
“农管家”

今年，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与河南豪丰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合作
研发的自走式智能植保机，成了许昌
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里的“明星”，特
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发挥
了很大作用。

“种植户只需打个电话，我们就带
着植保机去地里服务。”该合作社社长
韩俊锋说，合作社管理的近千亩农田，
被3台“农管家”照顾得妥妥帖帖。

“农管家”的服务效果让韩俊锋特
别满意。他说，人工喷药效率低，接触
农药也不安全；近年来流行的无人机
喷药虽然效率高，但载荷量有限，杀虫
还可以，除草效果就很一般。

相比之下，具有图像获取、运动控
制、自动喷药功能的自走式智能植保机，
整体表现最佳，不仅喷药效果好，还能节
省50%的农药使用量、90%的用水量。

“为了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

我们中心建有一套专门的专家评审制
度，确保遴选出极具竞争力和市场应
用前景好的高科技项目加以支持。”杨
卫东介绍。

据了解，我省和中科院自 2008年
以来签署了三轮合作协议，开展了卓
有成效的合作。截至目前，已有中科
院下属63个研究所的718项科技成果
在豫转移转化。

高水平合作，“中科刃”
显威力

旋耕机是最常用的农业机械之
一。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与河南巨隆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出的超硬材料
等离子熔覆技术，让旋耕刀的作业寿
命提升5倍以上。

（下转第五版）

“省院合作”促成718项先进成果落地河南

中原沃土喜结累累“中科果”

增产喜讯处处闻
6月 7日，在延津县司寨乡小仲

村，工作人员正进行小麦实打实收测
产。⑨4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非常之年战三夏夏

我省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完成投资1500多亿元

水毁度汛工程修复完工率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