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要闻│042022年8月 18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赵若郡 李筱晗 美编 王伟宾

□刘晓阳

前不久，一组数据令中原大地沸
腾——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公布：
2022年河南夏粮播种面积 8525.64万
亩，夏粮总产量762.61亿斤，夏粮播种
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中原粮仓
再次扛起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这是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的
河南，多年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全力打好粮食生产这张王牌
结出的硕果。

这也是年种植面积突破 1000 万
亩、连续 4年河南种植面积最大的优
质小麦品种“郑麦379”，为中原粮仓作
出的又一贡献。

一粒种子的魅力
优质、高产和抗逆协同

6月初，延津县金灿灿的麦田。
河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

家、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雷振生
弯下腰仔细打量着成片即将成熟的麦
子，说出了 16个字——熟相最佳，抗
逆广适，穗大粒饱，品优价高。

种粮大户彭良成随手扯下一个麦
穗，在手心揉开后，将一粒麦子丢进口
中，“嘎嘣”一声脆响过后说：“‘这麦子
的长势真不错，亩产至少1300斤。”

这块地种植的品种是“郑麦379”，
该品种不仅在延津、在豫北，而且在中
原大地和黄淮南片，都深受专业合作
社、种粮大户和加工企业的欢迎。

这是雷振生团队历时10余年培育
而成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们
始终坚守品质育种，从昔日的“豫麦
47”到如今的“郑麦 379”，这些品种在
河南农业生产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郑麦 379’是强筋小麦，已经连
续 4年成为河南省种植面积最大的优
质小麦品种。”雷振生自豪地说。

这种自信和底气源自“郑麦 379”
在生产实践中的三大突出表现——

一是产量三要素协调，增产明显。
“这个品种有三个特点，穗数多、容

重高、籽粒商品性好。”省农科院作物分
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吴政卿说，“经过
多年生产实践验证，该品种平均亩穗数
48.5万，穗粒数34.9粒，千粒重49.6克，

大田亩产通常可达1200斤—1300斤，
高产田可达1400斤—1500斤。”

数据是最好的见证，有比较才有
说服力。“郑麦379”在国家黄淮南片区
域试验中的亩产，较高产对照增产
3.8%，百亩方平均亩产达到 733.17公
斤；在漯河，相关科研单位曾连续四年
对 10个主推优质小麦品种进行展示
并鉴定评价，“郑麦379”产量居首位。

二是抗病抗逆、广适稳产。
专家介绍，“郑麦379”中含矮秆基

因 Rht-D1b，株高低且茎秆弹性好，
抗倒伏能力强；同时，对于小麦常见的
叶锈病、纹枯病、叶枯病抵抗能力也很
强，生产上病害发生较轻。

2021年 5月底，延津等豫北地区
迎来了一波大风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当时，彭良成走进麦田，随手扒拉几垄
小麦，只见茎秆粗壮笔直、麦穗丰满喜
人。除地头的几垄小麦稍微有些倾斜
外，放眼望去，整个麦田丝毫看不出刚
刚经历过了大风的侵蚀。彭良成坦
言：“这次经历，让我更坚定，选择品种
首先要看它的抗灾能力。”

受暴雨灾害及秋汛双重影响，去
年，我省有 1000余万亩小麦在适播期
外播种，冬前苗情长势弱，有的是“一
根针”，有的是没有出苗的“土里捂”。
而在“郑麦379”种植区，虽然播种期整
体推迟，但由于该品种分蘖能力强，加
之管理技术得当，苗情和产量与往年
持平。

三是品质优、商品价值高。

“‘郑麦 379’既适合做高档面包，
又适合做优质面条、饺子皮，由于该品
种品质优且稳定，在生产中受到诸多
粮食加工企业的好评。”河南省小麦产
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农科院作物
分子育种研究院周正富博士说，“郑麦
379”含有多个优良强筋基因，区试混
合样和多年多点品质指标检测，均达
到国家强筋小麦标准。

面包面条馒头兼用，加工适用性
广。其中蒸煮品质突出，农业农村部组
织专家现场鉴评，“郑麦379”面条评分
达87分，与进口澳洲白麦相当，为现场
鉴评的黄淮南片面条评分最高的品种。
在河南，“郑麦379”打破了小麦“品种优
质不高产、高产不优质”的怪圈。

一粒种子的使命
创新集成优质小麦育种技术体系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小麦是我
国两大口粮作物之一，对保障我国口
粮绝对安全至关重要。河南是我国小
麦生产第一大省，常年种植面积约占
全国1/4，也是我国最大的优质强筋小
麦生产适宜区。

上世纪末，河南优质强筋小麦品
种严重缺乏，优质品种抗逆性较差、产
量水平普遍较低且产供销脱节、产业
化发展缓慢，导致国内优质小麦满足
不了市场需求，大量依赖进口。

粮食安全是战略性的头等大事，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作为小麦育种专家，雷振
生深知其中分量，培育出好种子，守护
粮食安全，是其终身职责和使命。

在这份使命的感召下，雷振生带
领团队坚持以“优质为核心，高产是基
础，抗逆作保障”的育种策略，利用现
代生物技术、品质分析、常规育种等方
法，选育出以“郑麦379”为代表的多个
面包面条兼用型优质小麦品种，创新
集成一套优质小麦育种技术体系。

这是一种协同作战的团队精神，
一股矢志不移的创新力量，一份默默
奉献的担当意识。

长期以来，黄淮麦区小麦品质改
良中匮乏优异亲本、优质品种面包面
条难以兼用且产量偏低的问题始终存
在。为此，雷振生团队通过挖掘品质
性状优异基因，优化蛋白和淀粉品质
主效基因检测技术，将分子标记辅助
选择与品质评价和常规育种等技术手
段有机结合，解决了烘焙与蒸煮、优质
与高产难以结合的技术难题。

在“郑麦379”的选育中，首次开发
出 对 面 筋 强 度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的
Glu-B1 位点 5个 Y 类型麦谷蛋白亚
基分子标记，被国内外多家育种单位
广泛应用；利用 1、5、9亚基等标记强
化对亲本及后代材料优异麦谷蛋白亚
基的选择。

在后代选择过程中，品质与产量、
抗逆性并重，协同进行改良。针对品质
性状的选择，早代进行蛋白质含量、沉降
值等指标的筛选，中、高代进行粉质仪、

拉伸仪等面团流变学特性的测定，定型
出圃后加强烘焙、蒸煮品质的评价。

在产量性状选择方面，以稳穗数
和穗粒数、增粒重为主攻方向，在较大
群体、多花多实的基础上，提高粒重；
通过人工创造逆境，强化对抗病性、抗
寒性、抗倒性等抗逆性状的选择，最终
实现了优质小麦育种技术的集成创
新。同时，还研发出面筋品质快速检
测技术，解析了小麦面筋品质形成的
遗传基础，进一步丰富了优质小麦育
种理论和选择技术。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优质高产小
麦优异亲本创制与“郑麦379”等新品种
选育，先后获授权发明专利3件、植物新
品种权3件；制定地方标准1项；品种国
审证书2个、省审证书4个；发表论文32
篇，其中SCI论文 6篇。相关研究成果
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各1项。

一粒种子的产业化应用
“双引擎驱动”+“四方联动”

大国有重器，小麦“芯”标杆。多
年来，“郑麦379”以“一防、一控、一补”
为主要技术措施，实现良种良法配套，
创新产业化应用模式，推动“郑麦379”
大面积规模化应用。

建立以“稳产量、保品质”为核心
的“郑麦379”生产技术规程，组织召开
各类培训会、现场观摩会，确保高产优
质栽培技术落实到位。

为改变我省优质小麦“产供销加”

严重脱节的现状，在“郑麦379”的产业
化应用过程中，创立科研单位和面粉
食品企业“双引擎驱动”，科研、企业、
合作社、农户“四方联动”的模式，进行
产业化推广。

该模式充分发挥科研单位的技术
服务作用和合作社负责组织农户建立
生产基地的纽带作用，克服企业与农
户直接签“订单”导致生产规模上不
去、不能实现成方连片种植、商品麦品
质稳定性得不到保证等弊端。

该模式的推广培育壮大了一批农
业专业合作社，为推进我省小麦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积累经验，有效降低粮
食和食品加工企业对进口优质小麦的
依赖，带动优质小麦产业的健康发展。

截至 2022年夏收，“郑麦 379”累
计收获面积已达到 6000万亩以上，产
生直接经济效益数十亿元，为促进河
南小麦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回望“郑麦379”蝶变历程，每一步都
那么铿锵有力，每一步都那么振奋人心。

——2012年，顺利通过河南省审
定，开始面向全省推广；

——2016 年 ，顺 利 通 过 国 家 审
定，开始面向全国尤其是黄淮南片麦
区推广；

——2017年，被评为河南省主导
小麦品种，并进入河南省主推优质品
种目录；

——2018年，首次被推荐为黄淮
南片麦区主导小麦品种，获河南省重
大科技专项支持；

——2020年，年推广应用面积超
1000万亩；

——2021年，荣获河南省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

——2022年，被列为全国粮油生
产主导品种；

……
“既要保障粮食安全，又要提质增

效，看似矛盾的产量与质量，在农业科
技的支撑下实现了‘兼得’。‘郑麦379’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企
业增效作出了重要贡献。”雷振生说。

好风凭借力，正是扬帆时。随着
神农种业实验室和国家生物育种产业
创新中心等两大平台的顺利运行，雷
振生团队将借助平台力量，培育更多
好种子，继续为河南小麦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增光添彩！

粮安天下的中原“芯”贡献
——探访河南小麦品种“郑麦379”背后的故事

位于延津县的“郑麦379”千亩示范方。 专家在麦田查看“郑麦379”长势。

（上接第一版）公司已成为集新材料开发、品
牌设计、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销售于一体
的服装全产业链企业。

围绕企业难点痛点，商水县多次召开对接
会，解决企业反映的难题68个，为79家企业解
决资金难题20亿元，上半年共兑现企业各种奖
励资金455万元，落实减税降费3500万元，“一
站式”服务赢得了企业的“点赞”。

港口兴则经济旺。商水辖区内沙颍河拥
有周口市最长的水运岸线，为发挥本地优势，
商水全力推进港口建设，打造年吞吐量600万
吨的赵集港，总投资 11.2 亿元，占地约 2500
亩，并依托赵集港筹建占地2600亩的多式联
运仓储物流园区，利用产业、政策、资源、区位、

物流五大优势，积极发展“码头装卸、仓储周
转、物流运输、货物贸易”四大板块主营业务。

与此同时，该县加快建设豫东南（商水）
物流公共配送中心。该项目总投资7.8亿元，
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已完成试点建设，
到2025年，可实现县乡村三级物流服务体系
全覆盖，将成为商水新的经济增长点。

“通过优势再造，商水实现项目建设弯道超
车，同时，科技赋能又为纺织服装产业重建新优
势。”商水县主要领导表示，目前，商水正全力打
造国际品牌服装供应链基地、全国高档服装面
料供应基地，依托盛泰浩邦纺织、阿尔本制衣等
头部企业，加快培育全国单品冠军，促进全县经
济高质量发展。③9

商水 优势再造 加快项目建设

（上接第一版）打造集“饲、养、加、农、工、贸”
于一体的生猪全产业链体系。目前，该县已
培育出 5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今年已招引 32
个项目，总投资超185亿元。

“顶格推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全面实
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一把手窗口坐班制
度、一枚印章管审批。

自去年 6月起，内乡县全面推行“领导干
部+工作专班+分包企业”的服务机制，身为

“企业管家”的每位县领导带领1—2名由科级
干部担任的“企业首席服务员”点对点服务企
业，县效能中心对重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的
分级分类督查督办。为尽可能降低企业运营
成本，县政府筹资将建好的标准化厂房交由企

业“拎包入住”，在年亩均税收达到 10万元的
基础上可免租金。为吸引人才助力企业发展，
内乡县去年建成人才公寓104套，引进硕博人
才 570 人，设立 1000 万元的人才专项经费
等。在强化金融供给上，对政府控股的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投资基金进行增资扩股，使其担
保能力达到 10亿元，目前已累计为县内企业
提供应急续贷周转资金超14亿元。

进入“十四五”，内乡县提出了“勇当区域
发展领跑者、跨入全省 20强、接近全国百强
县门槛”的目标。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说：“新
目标意味着新挑战，没有项目的支撑一切都
无从谈起，必须打出‘组合拳’，全力为项目建
设保驾护航。”③4

内乡 项目集聚 赋能产业发展

（上接第一版）全县每年就地转化中药材 4万
吨，中药产业年产值达4亿元。

发力中医药创新。该县与山东大学药
学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建立
合作，牵手修正中草药科技有限公司共建中
药材数字化示范基地，还构建起院士领衔、
专家带头、技术人才支撑、乡土人才补充、技
术能手兜底的五级人才体系，已建设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2 个，重点实验室、研究所
10个。

壮大原产优势。确山县专注提升中药材
种植优势和品种优势，加快对百蕊草、苍术、
白头翁等道地中药材的育苗技术攻关，形成
一批以“确”字冠名的道地中药材产品；还以
夏枯草、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等中药材为重
点，通过标准化种植及信息化管理，制定中药

材生产 SOP技术操作规程，提升确山药材品
质。目前，全县培育种植植物类药材1200多
种，发展动物类药材 700 多种、矿物类药材
100余种。

将资源优势整合培优做强。该县前瞻谋
划，获批建设省级“确山县中药材现代农业产
业园”，整个项目计划投资近 10亿元，今年已
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涵盖中药材科技
创新、良种繁育、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加工、仓
储物流、品牌营销等中药材一、二、三产业，成
为“中国药谷”建设又一重要支撑。

立足资源禀赋。站在“中国药谷”建设风
口，确山县正持续发力中药产业，不断延链补
链强链，打造产业集群，完善产业生态，在做
优特色、做强品牌中将其培育成强县富民的
支柱产业。③7

确山 培优做强 壮大中药产业

□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张研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
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
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

以上率下 久久为功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
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全面从严治党必
须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抓起。

2012年 12月 4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
个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短短600余字，中央八项规定从调查研究、
会议活动等 8个方面为加强作风建设立下规
矩。

“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
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正所谓己不正，
焉能正人。”

从赴广东考察不封路、不扰民，到在河北阜
平住16平方米的房间，再到在陕北梁家河自己
掏钱给乡亲们买年货……轻车简从、深入基层，
习近平总书记以实际行动作出表率。

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贯彻
执行八项规定情况汇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以上率下，蔚然成风。
十年来，以中央八项规定破题开局，一场激

浊扬清的作风之变涤荡神州大地。
“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甘荣坤违

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的旅游安排和宴请问题”“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
员、副主席肖毅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
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

2022年“五一”假期来临前，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
行公开通报，体现了拒腐防变从领导干部抓起、
从作风严起的鲜明导向。

警钟长鸣，震慑常在。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 2022年

4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 72.3万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64.4万人。

从抓“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铺张”到查
“月饼盒里的不正之风”“楼堂馆所的豪华”；从推进
基层减负，到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十年来，一系列务实举措剑指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驰而不息纠“四风”、树新
风，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振，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猛药去疴 刮骨疗毒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党内
存在的所有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要求“全
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曾经的陕西秦岭，违建别墅如块块疮疤，习
近平总书记6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首先从
政治纪律查起”，推动这一问题彻底查处。

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严明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治理“七个有之”问题、
清除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以精准有力政治监督
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
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
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显著提升。

反腐败关乎生死存亡，是最彻底的自我革
命。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 2022年
4 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
438.8万件、470.9万人。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向群

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亮剑，群众感受到正
风肃纪反腐败就在身边。

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2022年4月底，全国
共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49.6万个，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45.6万人。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
领域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得到持续纠治，民生领域
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的治理机制不断完善。

从查处“大老虎”，铲除“蝇贪”“鼠害”“蛀虫”，
到对“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提出更高标准、
进行更严监督，我们党逐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
扎紧不能腐的笼子，构筑不想腐的堤坝。

坚持纪严于法，把纪律挺在前面，用好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
监督、巡视监督“四项监督”统筹衔接、全面覆盖；
以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国家监察体制、纪检监察
机构“三项改革”激发监督活力……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不断完善，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

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猛
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的勇气推进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综合效应不断凸显，为反腐败斗争
取得压倒性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为实现海晏河
清、朗朗乾坤奠定了坚实基础。

夯基固本 着眼长远

2018年3月23日，北京平安里西大街。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古

铜色牌匾上的红绸揭开，一个全新的国家反腐败
工作机构挂牌成立。

此前几天，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
过我国反腐败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员，
标志着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已经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

制定修订中央党内法规156部、占现行有效
中央党内法规的70.5%，其中制定修订起“四梁八
柱”作用的准则、条例45部，占现行有效准则、条
例的90%……

进入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定力度之大、出台数
量之多、制度权威之高、治理效能之好都前所未有，
党的制度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6月，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718部。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理想信念是共
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建党百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共产
党历史展览馆红色大厅，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
党旗，举起右拳，带领党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

誓言铿锵，久久回荡，彰显出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如磐初心。

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再到党史学习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
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
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
色，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与此同时，明责任、强组织、严纪律，落实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开创性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抓好执政骨干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把党建
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
自我革命。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
保障作用，以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的先进纯洁、
团结统一，党就一定能够带领人民在新的征程
上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
——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