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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特色种业培育特色种业 打造打造““隐形冠军隐形冠军””
——平顶山地方良种探访平顶山地方良种探访（（下下））

一线传真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新华区

百万元消费券促消费惠民生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讯员 李颖）

6月 18日 9时许，在苏宁易购平顶山市中兴路店，销售人员正在
激活一台市场价值 2499元的 iPad，这是市民刘哲刚选购的父
亲节礼物。

“消费券真香！和店里的让利券叠加使用，一下子省了200
多元。”尝到甜头的刘哲颇为开心。小小的消费券提振的不只
是销售数据，更在重塑整座城市经济发展的信心。“消费券使用
门槛低且使用便捷，让广大市民在消费时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
折扣优惠，有利于市场快速回暖复苏。”该区副区长王飞说。

今年以来，新华区“促销费、惠民生、稳经济”政策不断升温
加码。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该区创新策划了 2022年首届

“魅力新华·尽情嗨购”节促消费系列活动，于 6月 18日起向全
体在平人员发放100万元消费券，用于辖区餐饮、娱乐、百货、家
电、家居、家装行业等消费。

据了解，此次促消费系列活动共分四个主题开展，第一期
“魅力夜新华越夜越优惠”夜间经济篇已于 6月 3日提前开启；
第二期家电家居篇正在火热进行中，第三期餐饮娱乐住宿篇和
第四期商超百货加油篇将陆续推出。7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

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

正如，好酒也怕巷子深。一粒粒优

质良种，只有真正实现产业化，得到市

场认可，才会迸发出强大能量。

如何打好种业翻身仗，关键在于推

进种业产业化进程。100多项专利，集育

繁推于一体，正是凭借产业化优势，平顶

山舞钢肉鸽在国内种鸽市场声名鹊起。

同样，郏县红牛也是因为走上产业化高

端之路，卖出了每公斤1000元的高价。

产学研各方合力，育繁推一体进

行。科研人员将种子安全攥在自己手

中，龙头企业引领产业化发展，品牌推广

赢得市场认可，种业安全要在全产业链

中实现创新全覆盖。只有用产业把从育

种到市场贯通起来，才能实现种源自主

可控，共同守好农业中国“芯”。7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哞！哞！哞！”6月 17日，记者驱
车前往平顶山市郏县红牛繁育中心，
大老远便听到阵阵雄浑的叫声。经过
换装、消毒等程序，记者走进繁育中心
的牛棚，见到了百余头健硕的郏县红
牛。“头如罐，眼如蛋，耳如扇，毛如缎，
龙门角真好看，叫唤一声二里半。”群众
对郏县红牛的描述果真形象。

郏县红牛是全国八大优良黄牛品
种之一，因原产地在郏县、毛色红润而
得名。这是全国唯一以县名命名的地
方优良品种，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本
土品种、纯正的民族品牌。2020年，郏
县红牛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同
年在全国首届中国牛·优质牛肉品鉴大
会上获得“高品质牛肉生产推介品种”。

郏县红牛肉色红润、脂肪雪白、肉
质细嫩，品质可与日本和牛相媲美，其

不饱和脂肪酸占脂肪酸总量的 58%以
上，被誉为“牛肉之王”。其雪花牛肉荣
获第二十四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
贸易洽谈会“优质产品”奖，并入选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繁育中心副总经理丁亚军介绍，郏
县红牛曾是重要的农耕工具，随着使役
功能的减弱，逐渐向肉用方向发展。但
由于产业基础薄弱，加之生物学特性和
传统的生产方式限制，红牛育种工作比
较困难。

2006年，郏县红牛保种场成立，在
主产区选购基础母牛 50余头、公牛 10
头，按照科学、规范的方法选种选育，不
断提升郏县红牛品质。目前，全场郏县
红牛核心群种母牛存栏100余头，家系
稳定在 6个以上，年产犊牛 75头左右，
繁殖成活率80%以上。

同时，该县以保种筑牢根基，成立
郏县红牛基因库，完成郏县红牛活体保
种任务，建立完整的谱系档案资料；以

扩群增大规模，扩建郏县红牛良种繁育
中心，建立以分户繁育为主的郏县红牛
基础母牛群，充分利用原有肉牛养殖项
目，新建大规模标准化育肥场。

在保种育肥的基础上，郏县以绿色
发展为主线，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特
色优质高档牛肉开发为抓手，建立饲草
饲料、母牛繁育、肉牛育肥、红牛交易、
屠宰加工等全产业链条，打造技术支
撑、融资担保、冷链物流销售、互联网销
售等系列化产业体系，推动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县财政累计投入资金超
2亿元，撬动社会投资 10亿多元，成功
创建省级郏县红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成国家级郏县红牛保种场和国家级肉
牛核心育种场，发展规模养殖场 97个、
养殖专业户 275户、散养户 1100余户、
传统牛肉销售门店100余家，存栏量常
年保持在7万头左右。2022年，该县被
列入全省养牛大县培育县。7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全国最大的侧柏基因库是什么样
子？

6 月 19 日，烈日炎炎、炽热难当。
记者驱车驶进国有郏县林场国家侧柏
良种基地，在大片树荫下，顿觉微风扑
面、凉爽几许。

“基地规模达2227亩，其中种子园
577 亩、母树林 1080 亩、子代测定林
420 亩、种质资源收集区 135 亩、良种
繁育圃 15 亩，平均每亩有 110 棵柏
树。”林场副场长杨小磊说，侧柏是抗旱
树种，具有固土保湿、防风固沙、净化空
气等作用，常用来绿化造林。

国家侧柏良种基地始建于 1989
年，是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也是
当时全国唯一的侧柏良种基地。这里
海拔在 400—600米之间，光热资源丰

富，自然降水偏少，土壤为褐色森林土，
适宜侧柏生长，2009 年被国家原林业
局确定为全国重点林木良种基地。

杨小磊介绍，这里还是全国最大的
侧柏基因库，拥有侧柏 86个种源、268
个家系。近年来，基地在全国范围内搜
集保存具有开发利用价值、育种价值及
观赏价值种质种源，现拥有北美圆柏、
西藏柏木、地中海柏、墨西哥柏、香柏等
69个柏类品种。其中，侧柏、北美圆柏
和西藏柏木先后被审定为良种，在林业
生产中推广。

丰富的种植资源也为科研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作为北京林业
大学教学科研基地，两者合作完成了
《侧柏种质资源研究》《侧柏种源试验》
《侧柏遗传变异与改良研究》等重大科
研项目，获得原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
奖、河南省科技成果三等奖等荣誉，对
侧柏的研究居国内领先水平。

国家侧柏良种基地还与北京林业
大学合作，从最初的子代测定林优株
选择，经过分系繁育、优良单株嫁接和
利用分子标记等科学监测措施，完成
了优良无性系的遗传评价，为新建二
代种子园和发展高世代种子园提供可
靠依据。

林以种为本，种以质为先。“我们以
生产林木良种为主要任务，以现有和新
增加的种质资源为基础，逐步建成集林
木良种引、选、育、繁于一体的国家重点
示范林木良种基地，为全省乃至全国林
业产业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
献。”杨小磊说。

目前，该基地所产侧柏种子达到国
家一级良种标准，种子年生产能力达
6000公斤以上，种子发芽率达 85%以
上，可采集种条600万条、培育优质苗木
200万株以上，在荒山造林、矿山修复、
园林绿化等领域得到广泛利用。7

□本报记者 张建新 薛迎辉

假如给你一对鸽子，你能用它做
啥？杨明军的答案是繁育推广。目前，
他的天成鸽业全年繁育推广种鸽 50万
对，年出栏乳鸽 600万只、鸽蛋 500万
枚以上，实现年产值上亿元。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舞钢市枣林镇
的天成鸽业科技产业园，探寻“鸽王”杨
明军的传奇故事。

“为了让鸽子适应冬冷夏热，我们
专门设立了练习飞翔的‘练兵场’。”杨
明军指着不停扑棱翅膀的鸽群说，“只
吃不动的鸽子长不好，肉质也不会鲜
美。”

杨明军从 1997 年开始养鸽子，起
步时仅有 100对散养鸽子。经过 20多
年的发展，他的企业已经成为集种鸽
研发、繁育推广及乳鸽、鸽蛋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国内大型综合性现代化企
业，取得 104项国家专利，居同行业第

一，主导和参与制定鸽业相关标准 5
项。

“先要掌握技术，再不断创新、尝
试。”谈及成功秘诀，杨明军言简意赅。

虽说如今受益于喂养自动化技
术，1 个人就可以轻松养殖 5000 对鸽
子。可当年，杨明军完全是凭着自己
的摸索，查阅资料、恶补知识，四处拜
专家、请教授，甚至到别人的养殖场打
工、考察，终于把肉鸽养殖技术学精、
学透。

如果说现代技术是规模化养殖的
关键，那么种质资源就是肉鸽产业长久
发展的重中之重。为了拥有自己的核
心种鸽，早在2007年前后，天成鸽业就
开始搜集国内外鸽子品种，并长期与中
国农科院家禽研究所、北京农林科学院
畜牧兽医研究所、广东家禽研究所、河
南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院校合作。

收集品种，纯系选育，提纯复壮，建
立原种群……多年来，天成鸽业一直在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其自主
选育的“天成王鸽”系列种鸽被评为“世
界十大名鸽”。“天成 1号肉鸽”配套系
2024年拟提交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
会审定，2025 年有望成为国内第三个
种鸽畜禽新品种（配套系）。

种鸽培育也有力增强了天成鸽业
的市场推广应用和全产业链发展。目
前，该公司存栏 13个肉鸽良种品系 30
万对核心种鸽群，年繁育推广种鸽 50
万对，覆盖全国 30多个省市，与 8000
家养殖户建立联系；大力推进肉鸽规模
化、标准化、专业化养殖，打通饲料制
备、育种、养殖、屠宰、销售和冷链物流
配送等环节，打造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2020年舞钢市完成了“舞钢鹁鸽”
农产品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申请，2025
年有望迎来种鸽新品种。“鸽子承载了
我的梦想，我将进一步做大做强肉鸽产
业，助力全市创建‘中国鸽都’。”杨明军
信心满满地说。7

郏县红牛 媲美和牛

舞钢种鸽 飞出传奇

侧柏良种 绿荫全国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讯员 常洪涛）
日前，鲁山县政府与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签订鲁山旅游装
备产业发展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多个层面进行合作，高质量高标
准建设旅游装备产业园，打造国家级旅游装备产业示范基地。

鲁山是旅游大县，文旅资源丰富。其旅游产业已从传统的
景区开发发展到旅游装备研发、制造，投资经营等领域，并形成
成熟的产业链。鲁山人在全国开办有 500多家装备类企业，其
中，玻璃类旅游设施生产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 95%，从业人员
15000余人。该县在旅游装备产业上有资源、渠道、专利、技术、
平台等方面的优势，相关企业还参与国家级行业标准的制定，可
谓占据国内产业高地。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是国家级特种设备检测机构，其业
务涵盖包括游乐设施、客运索道、起重机械、压力容器等的检验检
测、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此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是依
托鲁山县特色、优势旅游装备项目，围绕标准应用示范、检测、认
证、科普、研学等基地建设、旅游装备交易平台打造等方面进行深
度合作，同时以旅游装备研发中心、生产中心、检测中心、展示中
心、交易平台等为核心，打造国家级旅游装备产业示范基地。7

鲁山“牵手”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打造国家级旅游装备产业示范基地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讯员 秦亚
涛）这几天，宝丰县龙王沟乡村振兴示范区王堂村的党支部
书记杨淑英特别忙，在做好夏收夏种的同时，还要入户走访、
召开会议，讨论“五星”党支部创建事宜。“对照评定标准，我
们村产业兴旺星已达标，今年村集体经济争取再翻一番，在
生态宜居方面也要加大投入。”杨淑英说。

今年以来，宝丰县把“五星”支部创建工作作为“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的重要抓手。县里通过党建信息化视频会议系统，以“主
会场+分会场”的形式对全县321个行政村进行辅导培训、意见解
读，掀起各级党组织对标“五星”找差距、定目标、出举措的热潮。

宝丰县以创建“五星”支部引领乡村治理为目的，锚定“三星”
支部成片、“四星”支部成批、“五星”支部全市领先的目标，通过抓
培训、抓研判、抓规划，引导全县各级党组织准确把握创建任务和
标准，科学精准制订创建计划，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并从
制度、机制入手，积极探索以“党群联心、星级联动、民心导向”为内
核的乡村治理新路径，努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振兴。7

宝丰县

创建“五星”支部引领乡村治理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讯员 吴改红）
6月 18日晚，汝州中大街上人头攒动，市民游客们在美食味道
中感受老街记忆。“品味汝州·寻找中大街老味道”特色美食擂
台赛正在这里热火朝天地举办。

美食大赛让“茶马古城·中大街”这一历史文化 IP再一次燃
爆全城。这是这里今年开展的第三场文化展演活动。此前举
办端午文艺展演和非遗特色展演也都吸引了广大市民和游客
前来打卡体验，尽享文化“盛宴”。

作为汝州市的历史文化保护街区，中大街曾因各种原因
“藏在深闺无人识”。如何让古街重现往日车水马龙的盛况？
今年以来，汝州市大力优化旅游发展环境，推动建设中大街茶
马古城文旅产业发展共同体，同时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以
万里茶道为主线、“茶马古城”为品牌，通过文艺演出、展示非遗
项目等各种方式，使中大街真正“活起来”。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省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和平顶山
市建设文旅康养城的发展目标，科学制定全域旅游‘1+3+3+N’
发展战略，依托半扎古镇、中大街文化街区等文旅资源，将汝
瓷、曲剧等特色文化有效融入，推动中大街文旅文创产业化发
展。”汝州市有关负责人说。7

汝州

文化 IP让古街“焕”新生

麦收过后，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发挥水利灌溉设施的作
用，对田地进行灌溉、翻耕、平整，抢种水稻。据了解，今年该乡
计划种植水稻1.3万亩。图为6月 20日，曹镇乡曹东村农民在
忙着插稻秧。7 王毛生 摄

盛夏的侧柏基地郁郁葱葱盛夏的侧柏基地郁郁葱葱。。 张张广欢广欢 摄摄

杨明军（左一）与工作人员观察鸽子飞
翔情况。7 李新 摄

侧柏良种挂满枝头。7 杨小磊 摄

体格健硕的郏县红牛。7 申清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