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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6月 1日上午，在位于延津县司寨乡
平陵村的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新乡综
合试验站、省“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计
划300亩“新麦26”示范基地，来自河南省

种子站、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科技学院、新
乡市农业农村局、新乡市农科院的专家站
在“新麦26”300亩示范基地地头，共同见
证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测产结果——

依据国家原农业部小麦高产创建验
收办法，专家组在“新麦26”示范基地随机

选择了10个样点，根据调查的亩穗数、穗
粒数和“新麦26”常年千粒重等指标计算，

“新麦26”亩产量达到765.26公斤！
当专家验收组组长、河南科技学院

教授、小麦育种专家茹振钢高声宣布这
一结果后，现场响起一片欢呼和掌声。

英烈父母
偷偷收麦为哪般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亚伟

6月 5日，是卫国戍边英雄肖思远烈士的父母——延津
县石婆固镇东龙王庙村村民肖胜松、刘利霞夫妇家小麦收割
的日子。

早上 8点，延津县人武部政委董兴军便带领人武部干
部战士一行9人，赶到了地头。

“咦，昨天还满目金黄的 6亩小麦，怎么一夜之间消失
不见了？”面对着空空荡荡的麦田，董兴军很是疑惑。

“不让你们来，你们非要来，我们只好起个大早提前收
了。”肖胜松夫妻俩正在把打成捆的麦秸往拖拉机上装，肖
胜松手扶钢叉笑着说，“今年小麦收成不错，亩产超过1000
斤没问题。”

原来，麦收临近时，夫妻俩便不断收到市、县、乡各级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问他们收麦有啥困难，需要不需
要帮助。村干部、志愿者及肖思远的战友、同学等也都争
相要来帮忙。县人武部领导还特意叮嘱他们，啥活儿也不
用干，只管在家等着就中。两口子很感动，却又有些不安：
儿子是军人，保家卫国是职责，咱做父母的是农民，种好地
打好粮就是咱的职责，咋能麻烦大家替咱干？

6月 5日这天，凌晨 4点不到，夫妻二人就“偷偷”带着
收割机下地了。刘利霞负责挂编织袋接麦子，肖胜松一次
次扛起装满的袋子堆到拖拉机上。一个半小时后，6亩小
麦收割完毕，两人又开拖拉机来回跑了 3趟把麦子全部拉
回家。

面对淳朴、实在的烈士父母，董兴军又“生气”又感动。
他夺过肖胜松手中的钢叉说：“麦子收完了，秸秆就交给我
们了！”

一声令下，有人开车、有人装车、有人摆垛，不到一上
午时间，他们就把6亩地的秸秆全运到了回收点。

逢年过节，省、市、县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到家里慰
问；今年 2月，延津县人武部还特意安排肖胜松、刘利霞夫
妇到医院做了全面体检；3月，又专门组织人帮忙给小麦浇
水施肥……点滴关怀夫妻俩都记在心中。在大儿子肖思
远牺牲两年后，二人又将小儿子肖荣基送到军营。今年 3
月份，刚满18岁的肖荣基体检政审双合格后进入延津县人
武部服预备役，提前适应军营生活，准备应征入伍。7

新闻故事

新乡入选中央财政支持
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任娜）6月 7日，记者
从新乡市金融局获悉，财政部近日公布全国首批中央财政
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新乡市榜上有名，也是我
省 3个入选地区中唯一一个省辖市，另两个为郑州登封市
和开封祥符区，3个地区共获奖补资金5000万元。

新乡市近年来积极探索支持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加大
改革创新力度，持续撬动金融资源支持普惠小微主体发
展。建立常态化政金企对接机制，搭建智慧金融服务平
台，打造 24小时不落幕的“线上+线下”普惠金融服务平
台；建立完善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制造业贷款投
放与财政存款挂钩机制和银行机构激励评价机制，有效引
导各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的金融支
持力度，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各项金融数
据位居全省前列。

截至 2021年年末，新乡市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44.13 亿元，同比增长 35.17%，增速位列全省第一；小微
企业信用贷款余额 113亿元，同比增长 80.58%，增速位列
全省第一；普惠型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余额 162.41亿元，
同比增长33.87%。7

河南造“大力士”
助力神箭飞天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任娜 通讯员 常晶晶）
6月5日上午，搭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值得一提的是，位
于新乡长垣市的卫华集团再次凭借其世界首创的起重机防摇
摆技术，顺利为火箭提供了高精度的吊装转运保障。

据悉，此次出征的长二 F 遥十四运载火箭总长 58.4
米，直径 3.35米，起飞重量约480吨。此次发射任务中，由
卫华集团生产的多台起重设备承担了火箭转运吊装的关
键环节，高精度完成了火箭在厂房内搬运、翻转、检测及测
试工作。

别看起重机“手脚”粗壮，它们的吊运精度却达到惊人
的 2毫米，其秘诀就在于它们有着一颗能穿针引线的灵敏

“大脑”——搭载卫华自主研发的防摇摆技术，可把摇摆的
幅度降低95%，提高了火箭吊运过程中的稳定性和精度。

据悉，该项技术属世界首创，目前已成功服务于国内
四大卫星发射基地，助力神舟系列飞船、天宫系列空间实
验室、嫦娥系列月球探测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墨子号、
实践13号卫星等成功飞天。7

“智慧校园”
让毕业生轻松离校

本报讯（记者 代娟 通讯员 李雅林）又到一年毕业
季。连日来，新乡学院“一云多端”让繁琐的毕业审核环节

“一网清”，毕业生“一部手机拿在手，毕业离校轻松走”。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闭环管理时期，新乡学院降低毕业生

人员流动、聚集和异地奔波，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打通服
务学生“最后一米”，以“智慧校园”小程序为载体，畅通学校中
心数据库与各院系（部门）的链接，开发出“电子离校单”。毕
业生不管身在何处，只要按照校信息化管理中心制作的离校
轨迹说明指引，依序办结5项毕业手续即可轻松离校。

近年来，新乡学院大力推进大数据学校信息化建设，发
挥“互联网+教育”平台功能，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均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深受广大师生及社会各界好评。7

优质不高产？“新麦”破魔咒
——新乡市农科院培育优质强筋小麦的背后

□新观

“新麦 26”的最新测产结果令人振奋。

振奋不仅仅因为它的高产稳产，还因

为它的出身——“级别”较低的地市级农科

院；还因为它的主要品质指标都优于进口

品种，结束了我国优质强筋小麦长期依赖

进口的历史。强筋当中谁最强？“新麦 26”

是“标杆”。

民以食为天。国人餐桌上，除了馒头

面条，也要有饺子面包。“中国碗”不仅要盛

满“中国粮”，还要多盛品质高的中国粮！

如何确保小麦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

收、企业效益更好、粮食安全更稳，希望在

科技，出路在科技。粮食科技的“芯片”是

良种。被誉为豫北粮仓的新乡，盛产“中国

第一麦”，还育出了“百农”“新麦”等一系列

在国内叫得响的知名小麦品种。

尤其是“中原农谷”加持，聚焦国家种

业、粮食安全重大需求，必将为河南加快建

设现代农业强省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是粮

安天下中原担当的重要举措。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大批农业科研人

员的坚守和耕耘，我们的“中国碗”里一定

能装更多“河南优质粮”。7

“‘新麦 26’是公认的强筋小麦‘标杆’

‘试金石’！今天（6 月 1 日）的测产既刷新

了‘新麦 26’的高产纪录，也引领了中原、

黄淮优质强筋小麦的高产稳产纪录。在去

年受汛情影响、新乡小麦普遍晚播的不利

影响下，人努力、天帮忙，通过科技加持，

‘新麦 26’实现了超常丰收！”

——河南科技学院教授、小麦育种专
家茹振钢

“从现场验收情况来看，这个产量实现

了‘新麦 26’产量和品质的协同提高。”

——河南农业大学、国家小麦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晨阳

“‘新麦 26’品质稳定，不管是在河南省

还是黄淮地区种植，品质都达到了优质强

筋一级标准，是当前优质麦的标杆产品，为

引领全国优质小麦育种发挥了主导作用。”

——省种子站研究员周继泽

“‘新麦 26’品质优良，产量突出，企业

认可！下一步希望能通过品种引领、技术

支撑，实现‘专种专收专储专用’四大目标，

进一步带动农户增收，企业增效。”

——省农科院研究员李向东

“该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小
麦品质提升和纹枯病抗性改良方面居国际
领先水平。”

2020年 4月，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
组织以赵振东院士为组长，张新友院士、许
为钢研究员为副组长，郭天财、王清连、茹
振钢、尹成华等专家为委员的评价委员会，
对新乡市农业科学院主持完成的“优质超
强筋高产小麦新品种‘新麦 26’选育与应
用”成果如是评价。7

新闻速递

5月31日，在河南省“四优四化”科技
支撑行动计划粮食生产提质增效专项——

“新麦”系列优质强筋品种观摩现场，省、市
农科院专家和当地小麦示范县相关技术人
员、种粮大户、企业负责人，参观了新乡县
任小营“新麦45”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后，
种粮大户马有永成了被追捧的“明星”，大
家纷纷加他微信。因为种粮年收入几百万
元，马有永也被大家开玩笑称为“马百万”。

“省、市农科院就是我的贵人！我要
跟农科院长期合作，我愿意尝试种植农科
院所有的新品种。”马有永激动地说：“从
新麦9号到‘新麦45’，我跟新乡市农科院
已经合作18年。‘新麦26’和‘新麦45’的
商品粮价格每斤要比普通麦高0.1到0.15
元。我有 5000亩地，每年可生产 300万
公斤麦种，今年每斤价格比普通小麦高
0.2元，仅此我就能多收入100多万元！”

据国内面粉加工企业反映，在普通中

筋小麦中搭配 10%~20%的“新麦 26”或
“新麦45”，就可生产出优质烩面粉、拉面
粉等；在普通中筋品种中搭配40%~70%
的“新麦26”或“新麦45”，则可生产出中高
档面包粉。蒋志凯说，为显著提高制粉企
业的产品附加值，该院还专门研究集成了

“新麦26”“新麦45”配麦配粉技术规程。
“作为国内最大的专业面粉生产企

业，我们对小麦的品质十分挑剔。过去所
需的优质小麦只能依靠进口，自从用了新
麦系列品种后，不仅完全取代了进口，而
且各项主要品质指标都优于进口小麦。”
五得利集团新乡面粉有限公司行政管理
部经理于涛说，尽管“新麦”品种每公斤比
其他普通中筋品种价格高出约0.3元，但
该企业需求量逐年递增，去年购进“新麦
26”5.5万吨，今年准备再“抢购”6万吨。

如今，新麦系列已成为五得利、中粮、
益海嘉里、香港南顺（山东）、陕西老牛、河

北金沙河等大型制粉企业高端面包粉生
产的理想原料和增筋增效、配麦配粉的骨
干供给品种，促进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粮食优质化。7

小麦育种长期以来有个“魔咒”，即
优质不高产，高产不优质，似乎鱼和熊掌
不可兼得。而“新麦 26”却做到不仅优
质，还高产稳产。

“没想到去年晚播半个月，今年产量还
能这么高！‘新麦26’每公斤比普通小麦高
0.3元，一亩地高出近200元，我这300亩
地增收6万元不是问题！”平陵村“新麦26”
示范基地种植户马富国高兴地说，2019
年，他试种了200亩“新麦26”，收获时发现
不仅产量高，还能卖上高价。如今，他将流
转的600亩地全种上了“新麦26”。

“通常规律是优质品种不高产，但‘新
麦26’产量却不低，与普通小麦品种产量
相当，每亩基本稳定在1200斤至1500斤
之间。”在新乡县大召营镇李唐马村“新麦
26”种植示范基地，河南九圣禾新科种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志军，结合自己多年种

植推广“新麦26”的体会说，到目前为止，
所有审定和推广的强筋小麦品种，没有任
何品种能在综合品质方面超越“新麦26”。

“新麦26”如何打破优质不高产的魔
咒？新乡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蒋志凯
说，该所采用“确保群体，增加粒数，提高库
容、协调源库关系”综合选择技术，实现高
产稳产，破解了“新麦 26”选育的高产难
题。同时，利用常规育种与生化、分子标记
辅助选择现代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了“新
麦26”的超强筋品质特性，解决了小麦品
质和产量难以协同改良的重大技术难题。

据新乡市农科院院长杨海峰介绍，近
年来，该院建立“科研单位+种子企业+农
业新型经营主体+粮食收储加工企业”多
主体合作的一体化推广模式，拉动了优质
小麦的产业化发展，缓解了我国优质强筋
小麦长期依赖进口、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

脱节的局面，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
重要的科技支撑。

由新乡市农科院培育的“新麦 26”，
是 2019 年农业农村部评定的国内仅有
的4个超强筋小麦品种之一，也是我国黄
淮南部麦区唯一的超强筋小麦品种。

20世纪 90年代后，随着消费水平提
高和食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适合生产优
质面包粉、优质饺子粉、优质拉面粉、优质
面条专用粉的优质强筋小麦市场需求迫
切，而我国优质专用小麦长期以来主要依
靠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

黄淮南部麦区是我国最大的商品小
麦调出区和优质强筋小麦适宜生态区。
在国家生物育种能力建设与产业化专
项、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等项目
的资助下，新乡市农业科学院经过多年
攻关，突破关键技术，选育出的强筋小麦
品种“新麦 26”于 2010年通过国家农作
物品种审定，解决了优质强筋品种品质
指标不高、品质稳定性较差且产量水平
普遍较低的“卡脖子”难题。

据介绍，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评定标准
中有个重要指标，看面团稳定时间。一般
超过10分钟就被认定为优质强筋小麦品
种，而“新麦 26”可达 20至 50分钟，堪称

“超强筋”。2019年 9月，“新麦 26”被农
业农村部组织的全国首届黄淮麦区优质
强筋小麦品种质量鉴评会评定为“超强
筋、面包、面条”兼用优质强筋小麦品种，
有效缓解了我国优质强筋小麦长期依赖
进口、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脱节的局面。

自2010年审定以来，“新麦26”目前
已推广了 12年。据 2021年在济南召开
的全国种交会上公布的数据：“新麦 26”
被列为全国推广面积十大品种，“新麦
26”排第 7位，而在强筋品种中推广面积
最大，全国排名第1位。在黄淮海地区累
计推广面积达6891万亩。

由于“新麦26”突出的优质强筋特性
和优良的综合性状，被国内众多育种单
位作为骨干亲本，已育成新品种 17个，

新品系 33个，形成了家族庞大的“新麦
超级群”。特别是“新麦 45”，高强筋、综
合抗病性好，矮秆抗倒、高产稳产，为我
国优质小麦生产提供了新的科技支撑。

优质 细数“新麦26”究竟有多牛

高产 打破“魔咒”鱼和熊掌能兼得

高效 大户“马百万”大赞农科院

强筋当中谁最强
“新麦26”是“标杆”

专家观点

让“中国碗”
盛更多
“河南优质粮”

新观絮语

封丘黄河滩区，母亲河畔麦浪金黄。7 李哲 摄

2019年 6月 7日，农业农村部小麦
专家指导组顾问、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
天财在辉县冀屯镇麻小营村进行“新麦
26”实打验收。7

今年 3月，新乡市农科院小麦研究
所所长蒋志凯（左二）和科技人员在新乡
县茁壮种业“新麦 26”种植基地指导农
户进行春季麦田管理。7

“新麦 26”丰收，种植户史建保笑开
颜。7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新乡
市农科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