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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鸣）8月 5日，记者
获悉，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原资产”）顺利在河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100亿元增资工
作圆满完成。

本次增资是省财政厅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为充分发挥中原
资产服务实体经济，维护区域金融稳
定，助推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实施功
能作用的重要举措。增资完成后，省财
政厅仍然是中原资产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股权结构进一步优化，股权
稳定性进一步增强，为后续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这是自中原资产成立以来
实施的最大规模增资，增资完成后，公

司注册资本由 50 亿元增至 100 亿元，
资本实力、核心竞争力、抗风险能力、社
会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近年来，中原资产按照“聚焦主业、
防控风险、稳健经营、合规发展”的要求，
践行职责使命，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稳经
济促增长，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保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连续四年获得中国地方
AMC论坛颁发的多个重要奖项；连续
两年获得中国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行业

“金誉奖”。去年 12月，中诚信、联合资
信相继授予中原资产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今年6月、7月，
国际评级机构中诚信亚太、联合国际授
予中原资产长期主体国际信用评级

“Ag-”和“A-”、评级展望为稳定。③7

本报讯（记者 谢建晓 河南日报社
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8月 5日，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亚到滑县调研“万人助
万企”及灾后重建工作。

李亚一行先后到河南华泰粮油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卫河橡胶坝和吕庄险
段修复项目、大运河·三科智慧农商城、
长虹渠河道修复项目等，实地调研灾后
重建政策落实情况，详细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及发展面临的困难。

李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把灾后重建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重要民生工程，压实责任、抓实举措，推
动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
把灾后重建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加强
党建引领，推动村容村貌整治升级，为
人民群众营造优良生产生活环境。要
深入实施“万人助万企”活动，以项目建
设为抓手促进产业发展，地方政府要强
化服务保障，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激发创新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这几日，随
着各大城市上半年经济数据的陆续发
布，2022年上半年全国 GDP20强城市
排名也“尘埃落定”，郑州经济总量居第
14位，较去年前移两个位次。

郑州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经初步核算，郑州市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674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
比增长 2.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81.6亿元，同比增长 3.4%；第二产业增
加值 2840.4亿元，同比增长 5.0%；第三
产业增加值3818亿元，同比增长0.8%。

从“半年报”全国GDP20强城市经
济增量来看，郑州今年上半年地区生产
总值较去年同期增加425.15亿元，增量
居全国第六位。值得一提的是，郑州第
二产业增速达 5.0%，居 GDP20强城市
第四位。

梳理 GDP20 强城市发现，在服务
业等三产承压之下，工业经济正成为不
少城市实现赶超或被反超的关键变量，
诠释了“工业稳则经济稳”。

在“半年报”全国GDP20强城市中

前移两个位次，对郑州意味着什么？
“GDP20 强城市的‘排位’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客观状态。郑
州在新冠肺炎疫情等诸多不利因素影
响下晋位升级，非常不容易，这也说明
了郑州经济发展的韧性较强，经济发展
的活力在较快地恢复。”河南省商业经
济学会会长宋向清如是评价。

“郑州以与全国持平的速度保持了
稳定增长，排位略有上升，这与我省‘三
个一批’项目压茬滚动推进，强投资拉
动、创新驱动等密切相关。”河南省委咨
询组研究员张占仓分析，郑州保持乘势
而上、竞进拼抢的奋战状态，下半年经
济增长势能有望进一步增强。

上汽发动机一期投产、二期开工，郑
煤机首台套产品示范基地生产车间投产，
宇通新能源商用车项目、比亚迪和超聚变
项目开建……今年以来，郑州牢固树立

“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理念，对
重大项目进行重点推进，全年谋划实施重
点建设项目446个，总投资8857亿元、年
度计划完成投资2250亿元。③5

□河南农担公司豫东第二办事处客户
经理 贾雷明

驻扎农村、走遍田间地头、社区驻点服

务……这是我日复一日的工作。入职四

年，我也把自己当成了农民，把工作当成了

使命，致力于守护脚下这片“希望的田野”。

河南农担公司是全省唯一的省级政策

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近年来，公司发挥政

策性担保的桥梁作用，主动服务我省农业

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作为一名客户经

理，为农民朋友解决贷款难题、帮助新农主

体发展壮大，就是我的职责所在。

工作虽然琐碎辛苦，但也会给我带

来满满的成就感。前不久，我曾经服务

过的一位新农人——宁陵县永发养殖合

作社负责人郑剑找我来报喜。郑剑说，

河南农担公司的 100 万元贷款，让他今

年又能扩建两个羊圈，养殖场的生意越

做越红火。当时，为了保证郑剑的 100

万元贷款及时拿到手，我连夜加班整理

资料，多次联系放款银行加快审批进度。

几年前，作为硕士生的郑剑返乡创

业，开始养殖肉羊。由于缺乏资金，发展

受到限制。经过我们公司连续四年的帮

助，郑剑的养殖合作社规模不断壮大，年

出栏肉羊1万多只，每年利润200多万元。

掐指一算，自己服务过的像郑剑这

样的新农主体还真不少：经营 100 亩葡

萄园的致富能人老张、自主创业开办养

牛场的大学生小李，还有许多开办合作

社的客户……我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新

农主体在信贷担保的支持下得到发展

壮大。而他们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

众多客户经理头顶艳阳走村入户、披星

戴月审核业务的辛劳付出，更离不开一

系列惠农政策的扶持。看到这些新农

主体一个个走向成功，我觉得自己走再

多路、加再多班也是值得的。③6

（本报记者 曾鸣 整理）

□本报记者 王斌

8月 3日晚 7时，郑州市紫荆山公
园里热闹非凡，有群众饭后来此消暑
纳凉，也有群众和着动感十足的音乐
在广场翩翩起舞，夏夜的惬意在这里
一览无余。

伴着这份惬意，郑州市公安局花
园路派出所的民警们也开始了夜巡。

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我省公安
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于6月25日正式启动。

围绕“什么违法犯罪突出就重点
打击什么违法犯罪、什么治安问题集
中就着力解决什么问题”，全省公安
机关以雷霆之势推进打、防、管、治各
项工作，切实让人民群众感到安全触
手可及、民警就在身边。

以打开路。根据夏季刑事犯罪
规律特点，全省公安机关突出“快、
准、狠”，严打侵害弱势群体违法犯
罪、严重暴力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等
多发性侵财犯罪，快速查处寻衅滋
事、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高压之
下，一批案件应声告破。周口市公安

局港区分局在侦破一起涉企盗窃案
件时，发现嫌疑人系命案积案负案在
逃人员，成功带破命案积案；驻马店、
三门峡等地先后侦破一批养老诈骗、
社保诈骗重点案件；南阳、信阳、濮阳
等地相继侦破电诈犯罪要案。破小
案亦是保民生，有群众电动自行车被
盗、有瓜农卖瓜时手机和现金被盗，
民警快侦快破，及时追回赃物，给群
众以安全感。

科学布警。城中村、中小旅馆、
出租房屋等场所治安环境复杂，公安
机关采取“地毯式”“拉网式”排查，及
时查处违法犯罪，督促整改安全隐
患；同时，加强重点部位巡查，“百日
行动”开展以来，全省共设置武装执
勤点位、街面警务站、卡点 10326个，
最大限度把警力摆上街面、沉入社
区，及时回应群众报警求助。在广
场、商圈、夜市、车站等人员密集场
所，切实做到“见警察、见警灯、见警
车、见效果”。“下夜班时看到街角路
口闪烁的警灯，心里特别踏实。”谈及
安全感，开封市民李先生说。

加强宣防。“李大婶，最近还有陌

生人给您打电话让您转账付款吗？”
“放心好了，经你们一宣传，俺的防范
意识增强了，对这种事戒备着呢！”7
月 24 日，郑州市最繁华的健康路夜
市，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的“反诈
地摊”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细听，市
民李大婶正和民警聊得不亦乐乎。

“反诈地摊”不是个例，当下，全省各
地公安机关正积极组织民警深入社
区活动中心、公园等群众夜间纳凉避
暑场所，以多种形式宣传反电诈、反
盗窃、防溺水、防火灾、拒酒驾等内
容，提高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警民携手共治是我省“百日行动”
的一个鲜明特点。“报告，没有发现异
常！”7月 28日晚，由永城市公安局演
集派出所发起组织的“平安志愿者”队
伍，与各村组干部、治安积极分子“护
村队”，一起沿着村子周边进行巡逻，
共同守护夏日平安。“百日行动”以来，
这支群防群治力量已协助侦破案件8
起。类似的群防群治队伍已成为我省
平安建设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于源头处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平
安和谐，是“百日行动”的应有之义。

行动开展以来，全省公安机关以“三
零”平安创建，“六防六促”专项行动
为抓手，共参与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5.2 万起。为了化解矛盾纠纷，民警
们拼劲十足。在太康县，民警顶着高
温，前前后后跑了多趟，成功化解一
起多年积怨引起的邻里纠纷。“咱民
警真尽心，俺两家的疙瘩终于解开
了，我得赶紧给俺闺女、儿子打电话，
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当事群众由
衷地为民警点赞。

炎炎夏日，随处可见的“藏蓝”如
同平安的音符，跃动在群众心间。

数据显示，“百日行动”开展以
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涉黑涉恶案
件 422 起，侦破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844起，侦破盗抢骗案件 5078起，侦
破养老诈骗案件 273起，抓获网上在
逃人员3860人。

拉满弓、绷紧弦，“百日行动”战
犹酣。下一步，全省公安干警将继续
以“挺身而出担使命、竭尽全力为人
民”的使命担当，持续推进“百日行
动”落地见效，全力以赴守护中原夏
日“烟火气”。③7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灾后重建任务

2022年上半年全国GDP20强城市排名“出炉”

郑州居第14位 前移两个位次

中原资产注册资本成功增至100亿元

当好新农人的“金融顾问”

“亮剑”出击，守护夏日“烟火气”
——我省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向纵深推进

□本报记者 曹萍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8 月 5
日，初见河南大学副校长王学路，在
讲科研之前，他先念了两句《诗经》中
的诗句。

“菽”指的是大豆，几千年前就开
始在黄河流域先人的餐桌上占据重
要地位，如今王学路和团队用最先进
的生命科学方法解码它生长过程中
的奥秘，获得了突破性成果。

自大学开始与植物科学结缘，30
多年来，王学路一直沉浸在植物学基
础研究中，热情始终不减。“做科研就
要永远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和热爱，不
停下探索的脚步，走别人没有走过的
路。”他说。

“探索未知是科研的最
大魅力”

从大洋彼岸回到国内，又辗转来
到河南，转了一大圈，王学路离老家
越来越近，这让他倍感亲切，找到了
家乡的味道。

王学路是河北巨鹿人。1992年，
王学路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品资所植
物遗传育种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在
那里工作。3年后，他辞去稳定的工
作，选择留学深造，进入美国亚利桑
那大学植物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研
究玉米营养品质。

那是一段辛苦却纯粹的岁月，王
学路过起了两点一线的生活，把所有
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科研
之中。同期和他一起攻读博士学位
的有 8个人，最终只有王学路顺利拿
到博士学位。

2007 年，王学路从美国 Salk 生
物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出站。他放弃
了美国大学的邀请，选择回国进入复
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他的初衷是：

“国内创业干事的氛围特别吸引人，
希望用自己所学为我国植物学基础
研究添砖加瓦。”

仅用时两年，王学路团队的第一
篇原创性研究成果就发表在国际期
刊PNAS上；2009年王学路获得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09年入选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14年，王学路转向一个全新的
领域，开始研究大豆生物学及其共生
固氮机制。为了更好地开展科研，他
转战到华中农业大学，又于 2019 年
年底来到河南大学。

“豆科生物学基础研究是一片亟
待开垦的沃土，有更多问题有待解
决。探索未知是科研的最大魅力。”
王学路说。

“做研究眼光一定要看
长远”

从事植物学研究多年，从小麦、
玉米、拟南芥到水稻等，王学路都曾
涉猎，研究系统包括生理生化、遗传
学、激素信号转导与相互等。但当他
在47岁再一次“急转弯”，很多人都被
他的勇气所折服。

王学路却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忐
忑。“虽然研究对象换过很多，但基础
知识是相通的，之前所有的研究和成
果是开拓新方向的基础，我相信在新
领域会有所突破。”王学路胸有成竹。

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大豆的起
源地，而且河南大学生物学一流学科
声名在外，还有全新建成的省部共建
作物逆境适应与改良国家重点实验

室等国家级平台，这些都坚定了王学
路选择北上的决心。

事 实 证 明 王 学 路 的 选 择 没 有
错。2021年 10月，王学路团队在生
物固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研究成果

“光诱导的信号调控大豆共生结瘤的
机制”在国际著名期刊《Science》上
发表，这是河南第一篇以省内科学家
为主导在该杂志发表的论文；该项成
果还入选教育部 2021 年“全国高校
十大科技进展”，实现了我省在此奖
项上零的突破。

“豆科植物根上的根瘤就像一个
工厂，把土壤中的根瘤菌‘聘用’过去，
利用植物提供的光合产物，将空气中
的氮气转化为氨，成为支持植物生长
的氮肥，这就是生物固氮，可以减少对
化学氮肥的依赖。”晦涩的科学名词，
经王学路一讲变得生动有趣。

王学路团队的系列研究成果揭
示了光信号是如何调控生物固氮过
程的，以及大豆与根瘤菌之间是如何
形成“雇佣”关系的。“据此可以设计
在暗处和弱光下也可以高效固氮的
新型植物，或者通过分子育种培育更
加优良的大豆品种，解决我国大豆种
植面积小的‘卡脖子’问题，这就是基
础研究的作用。”王学路说。

基础研究是王学路反复提及的关
键词。“我国当前面临的许多‘卡脖子’

问题，其实都‘卡’在了基础研究上。
眼光一定要看长远，前瞻30年、50年，
夯实基础研究根基，才能真正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王学路说。

“高校发展最关键的是
人才”

走进位于河南大学的作物逆境
适应与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可以听
到南腔北调，王学路团队的成员来自
全国各地。

团队成员吕琪是广西人，她从武
汉跟随王学路来到河南。“王老师不
仅是学术上的老师，还是我们的人生
导师，操心每个人的未来发展，想‘躺
平’是不行的。”吕琪笑着说。

平时，王学路问学生最多的问题
是“什么是科学”“你为什么做这个课
题”。“你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搞科研
不是重复，必须要创新，做出独一无二
的东西。”王学路坦言自己很严格。

在王学路办公室的门口，有一张
不大的桌子，这是他和学生的“讨论
桌”。“每半个月就要跟实验室每个人
至少单独谈一次，谈科学问题和研究
思路、谈他们的困惑和困难。”与学生
交流，王学路从不吝惜时间。

其实，王学路的时间填得非常
满，不仅要负责实验室，他还担任河
南大学学术副校长。

“一流大学的发展和学科布局，
关键在于一流的师资队伍建设、人才
培养和科研成果产出，我作为学术副
校长就是要抓好学科建设、学术发展
和自然科学研究。”王学路说。

不管是搞科研、带学生，还是谋
划学校的学术发展，王学路仿佛都驾
轻就熟。然而，实验室每天亮到凌晨
的灯光，见证了他的艰辛和付出；排
得满满当当的行程表，显示出他的紧
张和忙碌。

王学路出门喜欢背一个黑色的
双肩包，包里永远装着电脑和资料，
他习惯了抓住每一个间隙工作和学
习。“小小的大豆，还有很多科学问题
没有解决，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王
学路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③6

植物“固氮工厂”的解码者
——中原科技领军人系列报道之六

王学路在实验室里对学生进行指导。 受访者供图

8 月 5 日夜，郑
州电影小镇“夏日狂
欢夜”活动吸引了众
多游客。炎炎夏日，
郑州电影小镇“醉美
夜郑州”消费季活动
持 续 进 行 ，游 客 与
“老郑州”共同开启
了跨越时空的美丽
约会。⑨3 本报记
者 聂冬晗 摄

醉
美
夏
夜

本报讯（记者 陈辉）8月 6日，河南
省区块链产业园区揭牌仪式在郑州市
郑东新区区块链大厦举行。

省委常委、副省长费东斌为园区揭
牌并讲话。费东斌指出，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化转型战
略是全省强力推进的“十大战略”之
一。区块链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
代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和重
要引擎。区块链产业园区的揭牌，标志
着我省在推动区块链创新发展上取得
了新突破，要把建设区块链产业园区作
为新契机、新起点，进一步凝聚创新力
量、壮大发展动能。

费东斌强调，要把准战略定位，建设
一流园区，以产业集聚发展为中心、以科

技成果转化为牵引、以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为支撑，大力引进一流企业、建设一流
项目、做好一流服务、培养一流人才，着
力打造一流的区块链创新策源地、融合
应用示范区和数字产业高地。要加强协
同攻关，突破关键技术，依托重点实验
室、产业研究院、产业联盟、高校院所和
骨干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打造应用服务
平台。要坚持应用牵引，拓展场景应用，
围绕政务服务、智能制造、金融服务、交
通物流、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等领域打造
应用标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要聚集
创新要素，强化项目带动，引进一批高端
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建设区块链人才
实训基地，开展试点示范，加强行业监
管，打造良好产业生态。③5

建设一流园区 突破关键技术 全力打造
区块链创新策源地和数字产业高地

争做 河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