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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三项目入选
《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两
手发力”典型案例20例》

●新乡市“四县一区”南水北调
配套工程东线PPP项目

●内黄县城乡供水一体化
工程项目

●“丹江水润清丰”城乡供水
一体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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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勇）7月 17日，记
者从省水利厅获悉，水利部农村水利
水电司日前印发《农村规模化供水工
程“两手发力”典型案例 20例》，我省
三个项目入选。

我省入选的三个项目分别是新乡
市“四县一区”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线
PPP 项目、内黄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
程项目、“丹江水润清丰”城乡供水一
体化项目。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通过“两手发力”扩大水利有效
投资，加快推进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
建设，经广泛收集整理，水利部农村水
利水电司总结了在资金筹措等方面具
有推广意义的经验做法，编制了农村
规模化供水工程“两手发力”典型案例
20例。

新乡市“四县一区”南水北调配套
工程东线PPP项目是南水北调中线的
新增配套工程，总投资 17.52亿元，规
划供水量为8040万立方米/年，项目建
成后将实现水资源均衡配置，有效扩大
南水北调中线供水范围和实际供水量，
极大地缓解地方水资源供需矛盾。

内黄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
采用“EPC+特许经营”模式实施，特许
经营期 30 年，建设期 2 年，将内黄县

17个乡镇 18个水厂的地下水源置换
为南水北调水源，新建配水管网 156
公里，配套中途加压泵站 2座，建设阀
井 342座，解决了原有农村供水水量
水质不稳定、工程管理专业化程度低、
农村饮水安全等问题。

“丹江水润清丰”城乡供水一体化
项目探索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城
乡一体，建新用旧；规范管理，智慧运
营”的清丰供水模式，新建供水厂 3
个，加压站1座，铺设管道256公里，安
装智能化水表 18万块，在全省率先实
现“一个水源覆盖城乡，一张水网集中
供水，一个主体运营管理，一个标准服
务群众”。③7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年轻时为了搞科研，他把床搬进
鸡舍，一住就是16年。

而今，年近六旬的他初心不改，出
差回来直接拉着行李箱上班，哪怕是
忙碌到凌晨两三点，他依然会准时出
现在办公室。

在地方鸡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上，他突破了一个个技术瓶颈，先后培
育出两个国审新品种、19个特色新品
系……

中原学者、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
康相涛教授，被誉为能让土鸡变成“金
凤凰”的“点金人”。

拼命三郎

一双粗布鞋，一副大嗓门，康相涛
豁达开朗，爽朗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1985 年我留校工作，吃住在鸡
舍、牛圈。亲戚朋友因受不了碗边嗡
嗡乱飞的苍蝇，都不愿再来了。”7月
15 日，回忆起别人眼里他的“苦日
子”，康相涛笑说。

那些年，每天早晚定闹钟起来给
鸡开灯照明；每周日拉着架子车，一天
两趟跑十几公里，到郊外拉玉米、麸皮
给鸡配饲料；夏天光脚踩着鸡粪冲洗
鸡舍，冬天用冰水洗脸、做饭……

“那是一段宝贵的经历！”康相涛
感慨，没有 16年鸡舍里的实践积累，
哪会有他现在的成绩：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华农业英
才奖获得者……

一项项荣誉背后，是一次次艰辛
的科研攻关。

针对我国地方鸡长期存在的保护
与利用难兼顾、品种创新不足等问题，

他创建了地方鸡保护利用技术体系，
突破了本土品种选育进展慢以及高产
与优质难兼顾的技术瓶颈，发现并鉴
定国家遗传资源 1个，培育国审新品
种（配套系）2个，育出特色新品系 19
个，获发明专利授权 32项，领域内有
效专利拥有量全国第一。

他的这些成果，为“十四五”我国
畜禽种业振兴、破解“卡脖子”问题提
供了支撑。

一项项荣誉背后，更是一个个惠
及百姓的科研成果。

曾经固守一隅的固始土鸡，经他
改良培育后身价倍增，成为当地老乡
致富的“金凤凰”，还“飞往”云贵川等
20多个省市自治区；卢氏县绿壳蛋曾
被乡亲们当鸭蛋贱卖，经他改良后身
价倍增，成了“金蛋”……

“康老师唯一的爱好就是工作，简
直就是‘拼命三郎’！”团队成员这样说。

“搞科研，不拼命怎么能成！”康相
涛一脸的认真。

领航头雁

“为了寻找地方家禽遗传资源，这
些年，康老师带着我们不知跑过多少
鸡场、走过多少山路。”团队成员孙桂
荣感慨。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对农
民、农村、农业有着天然的情感。”康相
涛说，带领团队走得更远，把论文写在
祖国大地上，写到百姓心坎上，是他的
梦想。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老一代

科学家赖银生教授带领下，依托当时
的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一批涵盖家
禽学科不同研究方向的骨干教师聚拢
在一起，为后来我们团队的发展奠定
了良好基础。”康相涛感触最深的，是
当时的团队带头人已经开始注重跨学
科发展、全产业链研究、自我造血、良
性循环发展。

“只有围绕国家战略、民生需求、
产业需求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做出自
己的特色，才能在全国有我们的位
置。”康相涛说。

头雁振翅飞，群雁紧相随。康相
涛带领的河南农业大学地方鸡资源保
护利用团队，如今已有 15 名骨干成
员。他们都是博士，近一半有海外学
习工作经历，专业背景有遗传育种、动
物营养、畜牧工程等，交叉互补性很强。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
声。”康相涛最乐于看到的，是更多年
轻人能顶上、“接力跑”。目前团队有
国家外专局 A类专家、国家青年托举
人才、中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6人。

科学高效而人性化的管理机制，
使团队成员“万类霜天竞自由”，逐步
成长为一支方向稳定、特色鲜明、优势
明显、在国内家禽行业中颇具知名度
的优秀团队，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发
展计划创新团队、农业部农业科研杰
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

“我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不管
在科技创新领域有过多少创举，不管在
服务“三农”过程中创造了多少效益，康
相涛从未忘记自己的根在三尺讲台。

他要求所有的研究生不分男生女
生，暑假都要到位于原阳的家禽种质
资源场学习、锻炼。他引导本科生参
与创新大赛，选出优秀的、有科研潜力
和兴趣的学生进实验室，培养他们的
科研创新精神。

开路先锋

“我们科研创新的每一步，都要和
社会需求相契合。”康相涛说，1985年
他刚参加工作时，适逢我国畜禽养殖
业快速发展，在前辈的带领下，他们的
研究方向是高产蛋鸡，走的是以“科研
促生产、生产反哺科研”的自我创收、
良性循环发展之路。

“九五”时期，我国家禽产业发生
重要变化，市场需求逐渐由高产快长
型向优质风味型转变。他们将研究方
向从高产蛋鸡育种技术研究转向地方
鸡种质资源挖掘利用，收集保存了 27
个代表我国地方鸡资源的特色素材，
走在了全国前列。

这些年，种业安全成为国家的重
中之重。他们将家禽种业“卡脖子”问
题作为工作重心，不断增强科技创新
能力。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里，我该怎
样添上一笔？他还常常思考这个问题。

“按照现代环保理念，推广‘田边、
林边、沟边’这‘三边模式’，我认为是
个好路子。”康相涛说，“农民不用外出
打工，在田边、林边、沟边，按照生态承
载量，投资不大就能建个现代化养鸡
棚，若干家养殖户联合起来，形成了品
牌，规模效益也就有了……”

田园农家的幸福生活，美丽乡村
的动人画卷，他细细描摹，也在用心绘
就……③7

中国土鸡“点金人”
—中原科技领军人系列报道之三

争做 河南人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刘禾

7月 15日，走进西峡县西坪镇豫
鄂陕香菇交易市场，冷链仓储供应区
里 129座冷库堆放得满满当当，运输
车辆你来我往，3条香菇分拣线开足
马力赶订单，一派繁忙景象。

“西峡虽然以冬菇为主，但交易市
场建成以来，内蒙古、陕西、河北等地
的夏菇也在这里集中销售，香菇贸易
全年不断，解决了1000多人的就业难
题，年交易额在60亿元以上。”西坪镇

香菇协会会长雷海军说。
冷链、分拣、销售等多业态、多功

能融合的产业园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
产品的区域影响力，也带动了当地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成为西峡“菌果药
旅”四大产业蓬勃发展的“密码”。西
峡依托“菌果药旅”四个百公里产业长
廊，采取政府主导、企业带动、合作社
参与的模式，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冷
链物流、生物萃取等产业化龙头企业
引进入驻，打造食品、果品、药品等产
业集群，建设四大特色产业园区。

2021 年西峡“菌果药旅”四大特
色产业综合效益突破 300亿元，惠及
20 余万群众的同时，解决了脱贫群
众、监测对象 3336人的就业问题，人
均增收5000元以上。

以药渣、废弃菌棒回收利用为目的，
宝能热电联产项目在西峡投产运行；以
特钢产业就地转化升值为目的，恒立、恒
路、富煌等钢构企业落地西峡……以链
招商、以商招商的“延链补链强链”招
商行动，让西峡的重大项目建设逆势
而上，今年上半年该县 175个重点项
目累计完成投资 201.58亿元，占年度
计划的 74.72%。特钢、新材料、中药
制药及绿色食品四大百亿级产业集群
不断壮大，工业发展的脉动愈发强劲，
2021 年西峡工业实现产值 630.1 亿
元，同比增长18.87%。

优化特色农业，释放工业动能，西
峡县多点发力，走出了一条科技创新、
转型升级、生态发展的强县富民之路。

经济蓬勃发展也为城市建设汇聚

经济活水。长期以来，西峡坚持“以水
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产兴城”
的发展理念，把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活
生产相结合，实施完成了20多条道路
改扩建工程，500 多公里的排水、供
水、供气管网铺设。改造背街小巷
289 条，老旧小区 36 个；新建改造公
园、游园 40多个，新建绿化面积 100
万平方米，城市“面子”与“里子”、“颜
值”与“内涵”、“地上”与“地下”的综合
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显著增强。

2022年，西峡县共谋划百城提质
项目 68 个，总投资 117.83 亿元。同
时，以县城为中心，建设乡村振兴示范
带，以“产、学、研、游”为要素，打造一
批特色农旅小镇、乡村振兴产业园，实
现城乡有机融合、共同发展。③7

西峡：优农强工 活力四射

推进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

77月月1616日日，，俯瞰西峡县城俯瞰西峡县城，，鹳河水波光粼粼鹳河水波光粼粼，，美景如画美景如画。。⑨⑨66 刘禾刘禾 摄摄

茶旅融合
兴山村
商城县汪岗镇韩冲村

万亩生态茶园，风光秀丽，
景色迷人，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采摘茶叶（7月 15日
摄）。⑨6 牛书培 摄

（上接第一版）
小麦盖上了“棉被”，过了年后，果

然出苗了，但温室的环境让小麦虚长，
看着瘦弱、没劲。张心玲指导王付强
逐步给小麦通风透光，“少吃多餐”。

小麦返青期，王付强的超晚播小
麦个头已经快赶上正常播种的小麦
了，张心玲又让王付强赶紧浇返青水，
施速效氮肥。天道酬勤，王付强家的
超晚播弱苗成功转化为二类苗。

各种技术汇聚在一块地里，农技
人员“泡”在地里手把手指导，难怪有
农民感叹“不丰收都不行”。

针对晚播面积大、弱苗比例高的
情况，省委、省政府组织实施“全力以
赴保夏粮丰收”行动。我省派出 18个
小麦专家指导组、1.3万名农技人员下
沉一线、蹲点包片，省小麦产业技术体
系共组织 62批（次）专家参与“科技壮
苗”春季田间管理指导活动，省、市、
县、乡四级农技推广系统加大小麦促
弱转壮技术推广力度，累计培训农民
171.63万人次。

4月底，我省苗情已基本接近常年
水平，一、二类苗占比已超九成，奠定
了夏粮丰产基础。

拼出来的丰收

麦熟一晌，小麦种得好更要收在
手、粮满囤。

临近麦收，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
来袭，统筹好“三夏”生产和疫情防控，
成为考验各级政府治理能力和抓粮生
产的“必答题”。

唐聚敏夫妇是一对“麦客夫妻”，
每年 5月下旬，他们就从驻马店开始，
一路向北，逐“麦”而行。今年麦收碰
上了疫情，唐聚敏起初还担心会不会
被卡在什么地方“趴窝”，但这种疑虑
从下高速那一刻起就消失了。

“下了高速，只需要简单登记一
下个人、车辆信息即可通行，相关工
作人员还为我联系作业乡镇，不让我
跑空趟。”唐聚敏笑言，他还领到了爱
心大礼包，里面有口罩、消毒液、药品
等。

省委、省政府成立“三夏”工作指
挥部，下设综合、气象、交通、疫情防
控、农机 5个工作专班。我省出台“硬
核”措施迎战“三夏”：“两码两证两优
先”，作业人员两天一检，小麦收割线
推进到哪里，核酸检测服务就跟进到
哪里，还推出加油优惠、高速免费等10
项“金服务”。

各地纷纷给因疫情无法返乡收麦
的老乡吃下定心丸：新乡封丘村干部
喊话在外老乡，请安心务工，家里麦子
帮你收；南阳镇平在各乡镇成立党员
干部先锋队、志愿者服务队，帮助有困
难的农户抢收抢种；周口西华公布各
乡镇服务热线，一个电话就能帮助老
乡把收、储、种问题全部解决。

减损也是增产。今年我省在 73
个小麦种植面积 50 万亩以上的县
（市、区）开展农机减损比武活动和机
收损失检测，节粮减损耕耘“无形良
田”。

我省共设立跨区接待服务站 441
个，开通跨区机收服务保障热线 212
条，成立应急抢收队、服务小分队 617
支，全省夏收历时 18天圆满收官，实
现颗粒归仓。

这一季的丰收，也是新一季劳作
的序幕。

春争日，夏争时，7月至 9月是秋
粮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
完成全年粮食产量 1300 亿斤以上的
目标，河南还需稳扎稳打，争取用一个
又一个丰收，让“中国碗”多装“河南
粮”。③8

小麦如何丰收在手颗粒归仓？

苗情转化刚松一口气，病虫害的
挑战接踵而至。

省植保站研究员吕国强提出警
告：小麦赤霉病可防不可治，一旦侵染
病原菌，小麦不但会减产30%，品质和
价格也会一落千丈。以条锈病、赤霉
病为代表的“两病”防治成功与否，直
接关系着夏粮能否丰产丰收。

“杀虫不等虫开口”，面对今年小
麦中后期病虫害偏重发生的风险，我
省以豫南 6市为重点，分区指导，精准
防控。省、市、县三级财政累计落实资
金 5.5 亿 元 ，防 治 赤 霉 病 、条 锈 病
8592.91万亩次。

“三夏”期间，农技人员和农民都
说，小麦植株从上到下，干净利索，没
有赤霉病、条锈病或白粉病带来的“白
穗”和“黑穗”。今年我省二等及以上
小麦占比达 95%以上，是近 10年来占
比较高年份。

多年的生产实践表明，小麦“一喷
三防”是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吹糠见
米的一项技术措施。今年中央财政用
于夏粮生产的资金超过 60亿元，并时
隔 7 年再次恢复“一喷三防”补贴政
策。

河南第一时间将 4.06 亿元“一喷
三防”资金下达到县，全省各地累计落
实资金5.3亿元，喷防面积1.1亿亩次，
我省小麦灌浆时间普遍多了 3天，千
粒重平均提高0.45克。

“晚播怎么种？弱苗怎么管？病

虫怎么防？‘一喷三防’怎么搞？小麦
生产的各个环节，河南都提前谋划、分
析研判，应对措施招招不落、招招见
效。”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俊忠表
示。

大灾之后，我省夏粮产量能再创
历史新高，除了天帮忙、人努力，小麦
生产管理措施环环相扣等原因外，也
与我省多年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密不可分。

西平县老王坡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今年迎来了改造后的首个麦收。

“亩产达到 1300斤，比普通农田亩产
增加 150—200斤。”示范区负责人徐
聖钦向记者演示，通过高标准农田大
系统平台，可以实时掌握小麦生产的
关键数据，哪块田里缺水了、土壤是否
该追肥了、有没有发生病虫害，在大屏
幕上一目了然，显著提高了农田的抗
灾减灾能力。截至目前，我省累计建
成高标准农田 7580万亩，总面积位居
全国第二。

良种实现粮丰，优质更能卖上优
价。息县种粮大户柳学友今年种植的
千亩“郑麦 113”弱筋麦，还没收获就
被酿酒企业以每斤高出市场价 0.2 元
左右的价格订购，专种专收，销路不
愁。从吃饱到吃好、吃出健康，我省大
力调整优化小麦种植结构，在全省选
择40个县，每个县建设10万亩以上高
标准优质小麦生产基地，全省优质小
麦种植面积达到1628万亩。

河南小麦的韧性从哪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