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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勇）河南正在全
力以赴打赢抗高温干旱夺秋粮丰收
保卫战，截至目前，全省完成抗旱浇
灌面积2046万亩次。

“截至 8月 24日 16时，我省受旱
面积1578万亩，其中轻旱1187万亩、
中旱 317万亩、重旱 62万亩，特旱 12
万亩。”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
冯林松介绍，受旱面积超过 100万亩
的省辖市有周口市、驻马店市、南阳
市、平顶山市、许昌市，这 5个省辖市
合计受旱面积近1300万亩。

省水利厅通过对全省 330 处墒
情监测站资料分析，截至8月24日16
时，我省渑池县、新蔡县、兰考县等26
个监测站土壤相对湿度为41%~50%，
为中度干旱；封丘县、内乡县、光山县
等 38 个 监 测 站 土 壤 相 对 湿 度 为
51%~58%，为轻度干旱。

省财政厅、省水利厅下达 2022
年度中央和省级水利救灾（抗旱）资
金 5000 万元，用于支持受旱地区保

障抗旱灌溉和城乡供水工作。省水
利厅领导带队分赴各地调研指导抗
旱浇灌和城乡供水工作。

自8月1日至今，全省大中型水库
共计下泄水量7.37亿立方米用于抗旱
灌溉和城乡供水。8月1日至24日，我
省累计引黄水量16238万立方米。

8月 25日 8时，我省引黄流量总
计 96.04 立方米每秒。根据上游来
水、水库蓄水情况及河南抗旱保秋用
水需求，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经研
究决定，小浪底水库、西霞院水库联
合调度，自 8月 25日 8时起按 900立
方米每秒下泄。

截至目前，全省统计时段内投入
抗旱人数 58.05万人，投入抗旱设施
包括机电井17.71万眼、泵站 316处、
机动抗旱设备 12.48万台套、机动运
水车辆 56 辆，累计投入抗旱资金
29731万元，完成抗旱浇灌面积2046
万亩次，解决 20717 人饮水困难问
题。③9

本报讯（记者 刘晓阳）随着神农种业
实验室和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两
大平台建设的推进，河南优质花生育种取
得新突破。

8月 24日，省重大公益专项“优质专
用花生新品种培育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推进及新品种展示会在开封召开。
记者从会上获悉，自 2020 年项目启动以
来，不论是育种方法的创新、种质资源的
创制筛选，还是优质花生新品种的培育，
都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我们已开发了40KSNP芯片，可
以一次性鉴定4万个标记位点，为花生遗传

研究和分子育种提供了新方法，这在全国属
首创。”省花生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省作
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董文召说。

同时，该项目开发出花生蔗糖含量、
含油量及青枯病抗性相关的分子标记，建
立完善了花生网斑病、叶斑病、白绢病、青
枯病等鉴定平台，提高了花生资源抗性鉴
定和品质筛选效率。借助分子和抗性鉴
定平台，创制筛选出优质高油酸高含糖
量、高油酸高油且抗不同病害的种质资源
10余份，筛选出高油酸高含糖量、高油酸
高油、高油酸高产新品种5个。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需求

呈多元化发展，急需培育更多功能不同的
专用型花生新品种。同时，花生病虫害发
生日益严重，化肥施用量大，影响花生绿
色生产，加之国内花生分子育种技术研究
相对滞后，尤其是在与品质、抗性、产量相
关的分子标记、基因开发等方面，与国外
仍存在一定差距。

为此，“优质专用花生新品种培育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致力于在高油酸
基础上，兼具高产、高油、高糖、特用等特
性，培育优质专用花生品种。同时，建立
分子设计育种技术平台，开发一批与花生
品质、产量、主要病害抗性相关的分子标

记，与传统育种技术紧密结合，实现不同
目标性状快速聚合，大幅提高育种效率。

“项目主要围绕产品、技术和成果转
化应用方式三方面进行创新。”项目主持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省农科院院长张新
友说，该项目瞄准花生产业发展中遇到的
关键问题，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
势，创新全产业链。

据悉，该项目已利用育成的优质高油
酸品种，开展配套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
在开封、浚县、商丘建立优质花生订单化
生产基地，提升花生生产效益，为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样板。③6

瞄准产业发展关键问题 筛选新种质新品种

我省优质花生育种取得新突破

扎实做好抗旱保秋工作 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全省完成抗旱浇灌面积
2046万亩次

8月23日，尉氏县南曹乡西朗村村民在给秋作物浇水，全力抗旱保苗促丰收。⑨6 李新义 摄

□刘晓阳 潘新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
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多年来，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的科技支撑下，多
项科技成果在正阳县落地开花。近年
来，随着示范推广不断深入，省农科院
与正阳先后开展“现代农业科技综合
示范县”等共建工作，叫响“正阳花生”
品牌，带动畜牧等产业健康发展。

着眼新一轮高质量发展，正阳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农业科技的支
撑。2021年 7月，农业农村部启动全
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共建先行县试点工
作，省农科院与正阳县获首批创建，标
志着院县共建进入新时代。

在先行县创建过程中，省农科院
围绕“稳生猪、强花生、小麦有突破”的
发展目标，聚焦全产业链各环节关键
技术需求，集聚优势科技资源、激活各
类创新要素，建立贯穿全产业链的技
术支撑体系，在构建花生、小麦“三链
同构”“三产融合”和生猪绿色种养循
环发展模式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推进
正阳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在
全省前列。

围绕实际需求
着力解决制约产业发展

的技术难题

花生、小麦、生猪是正阳的三张名
片。作为传统农业大县，正阳县耕地
面积常年维持在200万亩以上，其中，
花生种植面积170万亩，有“世界花生
看中国，中国花生看正阳”的美誉。但
立足新发展阶段，花生、小麦、生猪这
三大主导产业还存在不少问题——

粮油品种结构布局不优，如优质
专用小麦的混种、混收、混储、混用及
产销脱节等问题突出；生产标准化水
平不高，如花生起垄种植技术，还存在
着抢时平播、起垄高度和垄宽不足等
问题，导致出苗不整齐、易发生病害、
果针不能充分结果；生产方式的绿色
化水平不高，如畜牧养殖业粪污无害
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亟需科技攻
关；产业发展数字化水平还不高，智慧
农业、物联网技术普及应用度还不高；

龙头企业的产业带动能力和社会化服
务水平仍需进一步提升；高素质农业
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等。

山有所呼，海有所应。结合正阳
农业发展基础、资源禀赋、空间环境，
聚焦三大主导产业发展全链条的科技
需求，省农科院坚持群众需要什么、地
方需要什么、产业需要什么，就解决什
么样的问题、布局什么样的平台，系统
整合科技资源，激活各类创新要素，着
力解决制约正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
重大科技问题。

2021年 7月，全国农业科技现代
化共建先行县试点工作启动后，省农
科院充分发挥人才、技术、平台等优
势，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团队，为正阳农
业现代化发展把脉问诊。聚焦农业高
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农村宜居宜业
三大主攻方向，通过走访、座谈，省农
科院专家团队与正阳农业主管部门、
新型经营主体、加工企业等多次对接，
深入梳理正阳产业类型、主导品种、生
产管理、政策保障等情况，在多年院县
共建成果的基础上，摸清技术需求，凝
练主攻方向，加快科技与产业、科技与
经济的深度融合。

做强花生产业
推动先行县建设取得重

大突破

省农科院与正阳的合作由来已
久，基础扎实，尤其是围绕花生产业的
合作，成效显著。在创建过程中，根据
正阳重点打造花生品牌的需求，围绕
解决花生产业“大而不强、大而不优”
和加工业落后的关键技术瓶颈，在梳
理共建方案、思路和重点时，院县双方
提出“强花生”战略目标，推动先行县
建设尽快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

2021年 9月 27日，省农科院会同
正阳县召开正阳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
研讨会，共促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
行县建设。中国工程院院士、省农科
院院长张新友现场把脉问诊，强调“围
绕花生全产业链打造，推进‘三链同
构’，促进产学研用结合，共同推动正
阳花生产业在高起点上做优做强”。

——良种良法配套，做优一产打

造优质供应链。
为促进正阳花生升级换代，全面

提高花生原料品质，打造优质供应链，
省农科院大力推广高油酸花生新品种
豫花 37号、豫花 65号及配套的宽幅
高垄种植技术、分层平衡施肥技术、病
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

在去年夏播花生遭遇前期干旱、
中后期湿涝等极为不利的气候条件
下，专家测产千亩方亩产达429公斤，
表现出良好的抗逆能力及高产潜力，
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果。

黄磊家庭农场采用宽幅高垄种植
模式和平衡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直到花生收获时仍旧青枝绿叶，而
且结果多而整齐，成为当地种植典范。

挑起“金扁担”，收获“金豆豆”。
在省农科院的示范推广下，正阳实现
花生订单生产20万亩，辐射带动高油
酸花生种植 70 万亩，增收花生荚果
1575 万公斤，按市场价格 6元/kg 计
算，增加经济效益9450万元。

——推广精深加工技术，做强二
产提升产业价值链。

“我们正在研发琥珀花生这一新
产品，原本采用炭烧腰果的制作工艺，
试验了20多天，但总是失败，芝麻、面
粉始终包裹不住花生。”正阳新地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梁小兵说，省
农科院专家得知后，立刻攻关这方面
的关键技术难题。

从2018年新地食品建厂开始，省
农科院先后提供了 47个生产工艺和
配方，先后开发出麻辣花生系列休闲
食品、59℃花生冷榨油等产品。2021
年，省农科院为新地食品完善建立花
生米精选生产线 1条，实现了花生米
的梯次加工和生产销售；完成入味花
生果新技术的示范应用，制定相关操
作规范及标准1份。

在西施食品加工坊，一条完整的
原味炒花生生产线已经投产，以高油
酸花生豫花37号为原料，通过实施原
味炒香花生标准化炒制技术，每斤高
油酸花生可增值11元。

通过加工及综合利用的技术创
新，促进花生初加工、精深加工协调发
展，当地花生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得
到极大提高，推动正阳花生加工业转

型升级。
——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吃

干榨净延伸拉长产业链。
8月 13日，正阳县新天地草业公

司的厂房内，经过揉丝压块的花生秸
秆正在装车，即将“远赴”陕西。“从粗
加工迈入精深加工，多亏省农科院的
强大技术支持。”新天地草业公司负责
人蒋金锋说。

针对花生秸秆饲料化利用产业发
展瓶颈，省农科院依托正阳县新天地
草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示范推广花生
秸秆饲料化利用技术，2021年，升级
形成花生秸秆草粉颗粒等初级产品 4
个，试制精深加工产品2个，引领产业
高质量发展。

通过补链、延链、强链，正阳花生
三产比例从2019年的 37∶28∶35调整
到 2022 年 30∶35∶40，产业结构从哑
铃型初步转变为倒金字塔型，提升正
阳花生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促进正阳
花生转型升级。

创建示范基地
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按照“一年有起色、两年成体系、
五年见成效”的总体安排，在“稳生猪、
小麦有突破”方面，省农科院补齐技术
短板、挖掘产业优势，创建一批示范基
地，健全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科技
支撑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建立一批优质小麦规模化标
准化生产科技示范基地。

6 月初的金色麦田，一台台收割
机纵横驰骋。站在地头的种粮大户黄
磊喜笑颜开：“第一次种郑麦 1860，平
均亩产达到1380斤！真是没想到！”

去年10月，黄磊家庭农场成功列
入优质小麦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科技示
范基地，2800亩小麦全部种的是省农
科 院 许 为 钢 院 士 团 队 培 育 的 郑 麦
1860。

“良种良法配套是取得高产的关
键。”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
东说，郑麦 1860 优质、高产、抗倒性
强，加之配套提质增效栽培技术，实现
了小麦品质和产量协同提升、生产效
率和效益同步提高。

针对正阳小麦产业发展中存在的
品种布局结构不优、绿色标准化生产
水平不高等问题，结合土壤生态、气候
特点和小麦生产实际，2021年，省农
科院依托黄磊家庭农场、正阳万帮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建立优质小麦示范基地，引进种植郑
麦1860等优质小麦品种，示范推广提
质增效栽培技术，在小麦优质高效绿
色标准化生产方面实现突破。

——建立一批智慧农业示范基
地。

今年 3月，2800亩的小麦连片成
方，绿油油的麦苗沐浴着阳光向上而
生，一个个多功能微型气象站矗立在
田间。

“这是使用 5G 上传的，风速、光
照、墒情、养分、病虫害等都能监测。”
黄磊一边用手机演示一边说，“不用下
地，点点手机，就可以实时掌握温湿
度、光照、降雨量、风向等农情信息，根
据小麦生长需求，进行‘治疗’。”

这是正阳智慧农业建设的一个缩
影。2021年 8月，在省农科院指导下，
正阳以熊寨镇宋店村、王大塘村、黄磊
家庭农场等为重点，依托互联网、物联
网技术，建立农情监测体系和农业面
源污染监测预警体系，对土壤墒情、作
物长势、病虫害实现智能监控，对农业
面源污染情况及时预警。

——建立一批绿色种养结合示范
基地。

在“稳生猪”方面，省农科院专家
团队调研正阳生猪养殖方式、品种结
构、规模布局等，针对单一养殖场或
区域性养殖户，在保障猪群健康生长
的情况下，通过调整饲料结构、营养
配比等方式，降低饲养成本，缓解养
殖户生存压力。为提高母猪产能，
2022年 7月，省农科院专家团队专门
奔赴周小喜养殖合作社等进行技术
指导，并提供专用添加剂，安装智能
化供水系统。

同时，依托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
点项目，推广畜禽粪便发酵、沼气等工
程技术，加大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治
理，打通种养循环堵点，促进粪肥还田
利用，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

通过“种植+秸秆加工+秸秆饲料

养殖+粪污生产有机肥+有机肥种植”
绿色循环模式，建立一批绿色种养结
合示范基地，把种植、加工、养殖等新
型经营主体联结起来，实现生猪产业
绿色循环优质高效发展。

创新服务机制
打造政产研一体化推进

新格局

要完成主导产业特色鲜明、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高的目标，必须依靠政
产研联合破题，才能有效破解痛点难
点，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产业链
发展模式。

绘就发展蓝图。结合正阳县乡村
振兴规划，经过详细调研论证，几易
其稿，最终形成共建方案。省农科院
将方案中的 7大类 30 多项重点任务
纳入 2022 年度考核内容，考核结果
与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经费安排等
挂钩。

统筹整合资金。省农科院统筹优
化专项资金，努力争取国家各部委、河
南省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同时，正阳
县统筹有关项目经费，重点保障先行
县建设。

集结超强团队。科研团队是先行
县创建的第一力量，省农科院汇集经
作所、小麦所、植保所、资环所、加工中
心、畜牧所等 8个所、11个团队，组成
项目专家实施团队，涉及育种、栽培、
植保、土肥、加工、副产物利用、畜牧、
农业信息等各领域，共计100多人。

建立院地联席会商制度。省农
科院与正阳相关人员建立贯穿全产
业链的工作专班，形成常态化技术对
接机制。同时，建立院地联席会商制
度，每月召开一次对口联席会议，落
实共建实施情况，商讨下一阶段工作
计划；每年年底召开年度考核会，对
年度工作进行总结考评，并制定下一
年工作方案。

科技强则农业强，科技兴则农业
兴。通过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
县建设，在省农科院的科技支撑下，
正阳农业农村现代化必将迈向新台
阶，实现从农业大县向现代农业强县
的跨越。

科技赋能农业现代化
——省农科院与正阳县共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成效初显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孙静）8月 25日，2022全国农产品产
销对接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河南）在新乡市启动。

为进一步畅通农产品流通，扩大消费，近年来商务部重点推
动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此次河南专场活动，是2022全国
农产品产销对接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的全国首场活动，由商务部
指导，省商务厅、新乡市人民政府主办，为期3天。

展会现场，184个标准展位、11个特装展位吸引了省内的190
余家供应商携带2700多款农产品参展，来自全国的100余家采
购商前来寻求商机，涉及农产品流通、冷链物流等多个领域。

34 个合作项目在启动仪式上集中签约，总投资 212.6 亿
元。活动首日，达成了25个农产品购销合作协议，五得利面粉集
团新乡有限公司等河南农产品“卖家”拿到了17.9亿元的大单。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此次活动将充分
发挥河南的农业资源和区位优势，打造产销对接的新样板，实现
全国消费助农的“开门红”，促进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

据了解，以此次活动为纽带，省商务厅还将组织系列产地调研
活动，以进一步推介河南农产品品牌，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③6

2022全国农产品
产销对接活动首站在豫举行

（上接第一版）
与此同时，郑麦136在延津县司寨乡小仲村万亩示范方，亩

产 1480斤，比去年高约 300斤；丰德存麦 20在延津县通郭村千
亩高产示范方刷新亩产纪录……“三夏”期间，全省多地高产示
范方的测产成绩，展现了河南良种的潜力和空间。

丰收到手，科技支撑有力。
“小麦从种到收 240天，就像婴儿生下来会有七灾八难，中

间需要在土肥、灌溉等多个环节上下功夫。”农业专家郭天财说，
虽然品种是农业生产的第一关，要丰收还需要良种良法配套、农
机农艺融合。

因受灾严重，淇县西岗镇卧鸾村种粮大户李文周去年差点
把地撂荒，郭天财多次登门，用晚播不一定减产实例给他信心，
并量身定制了全套晚播小麦管理方案。最终，李文周的 600亩
小麦喜获丰收，平均亩产1400斤。

从去年麦播开始，我省18个省级小麦专家指导组和1.3万名
农技人员长年奔波在田间地头，从“四补”技术到弱苗转壮技术，
从病虫害防治到科学追肥、“一喷三防”，提供全周期技术服务。

奋战“三夏”，河南各地大面积丰收丰产，小面积高产典型不
断涌现，科技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硬核”实力——

自 2009年以来，我省通过国家审定的小麦新品种数量，占
全国近三分之一；全国小麦育种领域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共11
个，河南占5个，河南育成小麦品种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领先水
平，种植小麦的 85%以上都是自育品种，形成了适合本地土壤、
气候条件的种子谱系，高产、稳产、抗逆性强。

农业物联网、耕种收一体化、种业“芯片”，让种粮农民挑上
“金扁担”。据统计，河南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7%，小麦
综合机械化率接近10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4.1%。

回首“三夏”，金色麦田是最美的颜色；放眼当下，广袤田野上玉
米吐丝、大豆结荚，一个月后的中原大地又将迎来新的丰收！③9

奋战三夏 扛稳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