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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范同志生平

□本报记者 刘晓波

吃得饱主要靠小麦，吃得好玉米
很关键。

2021 年 ，我 国 玉 米 消 费 总 量
2.8205亿吨，饲用消费占64%，工业消
费占 29%，真正作为口粮消费的只有
960万吨，占比3%。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们正在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
变，肉蛋奶丰裕的背后是海量的玉米。

玉米是我省第一大秋作物，常年
种植面积在 5700 万亩左右，玉米育
种能力领跑全国。我省培育的玉米
品种市场占有率50%以上，在黄淮海
地区有很强的适应性，能抗击国外品
种的冲击。玉米育种还存在哪些问
题，下一步育种的方向是什么？10月
6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和种植户。

玉米育种“万里挑一”

一下车，汤继华打开汽车后备
厢，取出了草帽、工作服、胶鞋“三件
套”，直奔玉米试验田。

汤继华是河南农业大学学术副
校长、神农种业实验室玉米首席专
家。他相中的试验田位于商丘永城
市侯岭乡莲花塘村。这里常年高温
干旱，经常伴有台风过境，南方锈病、
茎基腐病和穗粒腐病高频发生，可以

说是玉米生长逆境最重的地方。
“逆境条件越重，越能选育出耐高

温、抗倒伏、抗病害的多抗广适品种，
提高粮食丰产稳产能力。”汤继华说。

如何选育出优良的品种？汤继
华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像搭积
木，把与产量相关重要性状的优异基
因聚合在一起就成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首先
玉米很多重要性状的调控基因尚未可
知，其次还要从中挑出在育种中能用
的最好基因型，比如提高玉米通风透
光性，玉米叶夹角越小越好，控制叶夹
角的基因有十几个，要从中找出最好
的并非易事，需要不断地试验。”汤继
华坦言，这块 500 亩的试验田种了
48000个玉米组合，从中选出10到20
个优良组合放到全国 40个点做多点
试验，要适应整个黄淮海地区不同的
生态类型区，最后能选出4到5个组合
进入审定程序。一年忙下来，能选出
二三个好品种就非常不错了，实打实
的“万里挑一”。

玉米育种有哪些新趋势

百亩示范方亩产超过 1700 斤！
西华县黄桥乡种粮大户陈厂今年种
上了省农科院培育的“郑单819”耐高
温品种，配套合理密植、水肥高效、轻

简化机械化等栽培技术，有效减轻了
复杂气象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

“黄金粮MY73这个品种真是选
对了！不仅耐高温、耐旱，对南方锈
病和青枯病也有很好的抗性。苗桥
镇 5000多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使用的都是这个品种，亩产达到1300
斤。”永城市苗桥镇苗北村种粮大户
洪远说。

今年我省夏玉米生长经历了花期
高温干旱、授粉期高温热害等多重逆
境影响。“玉米长到八片叶到十片叶穗
分化时期对温度最敏感，高温干旱容
易造成果穗不发育、畸形穗和空秆现
象。散粉期碰上持续高温天气，花粉
活力下降，花丝失水不易受精，果穗容
易出现秃尖、花粒现象。”省玉米产业技
术体系耕作栽培岗位专家、省农科院粮
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唐保军对比了这
几年推广面积大的几个品种，由于不耐
高温，今年玉米减产最高30%。

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玉米株数
逐渐扩大到4500株甚至5000株，玉米
的抗倒伏、抗主要病害以及株型紧凑透
光等问题成为育种的重点。近年来随
着高温热害天气愈加频繁，选育耐高
温、抗病害品种成为育种的热点。

汤继华课题组创造性地运用玉
米的生物学特性，将玉米的散粉期由
原来的 9点 30分到 12点提前至 8点

到10点 30分，避开高温时段，选育的
品种果穗饱满、籽粒金黄。“目前全球
针对玉米高温干旱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苗期，神农种业实验室将玉米散粉
期高温干旱作为重大课题研究，希望
通过基础研究来解决玉米耐高温的

‘卡脖子’难题。”汤继华说。
玉米产量、抗性提高的同时，玉

米商品品质的提升也提上日程。
玉米消费近七成用作饲料。长

期以来，黄淮海玉米收获以收穗为
主，由于晾晒场地不足加上阴雨寡照
连绵，玉米品质不高，畜牧企业小猪
饲用玉米多从东北、西北地区购买。

“我们团队现在一个课题组在做
南方锈病研究，已经找到了一个抗南
方锈病的基因，通过分子标记选育出
的豫单 898、YD807等品种都高抗南
方锈病。”汤继华表示，玉米晾晒过程
中产生的黄曲霉素和呕吐毒素是影响
玉米品质的关键因素，河南农业大学
已经培育出了黄曲霉、呕吐毒素低的
新品种豫单 888，宜机收玉米新品种
豫单883。

适应玉米全程机械化、种植密度
增加、综合抗性提高、商品品质和卫生
品质提升，希望培育出既高产稳产又
多抗广适的“神奇”种子，最大限度提
高粮食产能，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
采访中，不少专家这样憧憬着。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抓线、举线、穿
线……近日，郑州市高新区碧荷路与红
莲街交叉口，一双灵巧的“手”互相配
合，完成 10 千伏架空线路带电作业。
这是目前我省唯一双臂人机共融配网
带电作业机器人，也是全省范围内首次
开展配网带电机器人不停电作业项目。

“传统人工带电作业安全风险大、
劳动强度高。”郑州供电公司不停电作
业中心主任张洋说，双臂人机共融配网
带电作业机器人通过双臂协同操作，运
用视觉识别、运动控制等核心技术，实
现机器人自主识别抓取引线位置，完成
穿线、剥线和接线等工作，可以解决高
空、高压等高危险性的带电作业问题。

据了解，本次开展机器人带电作业
的线路是10千伏春 6板，全长13公里，
所带公用变压器 11台、专用变压器 46

台。通过机器人带电作业，要在春 6板
东连河线 2号电线杆上，接入新建电缆
线路，与春 21板线路相连，从而解决春
6板线路负荷过重的问题。

机器人带电作业，依然需要人工辅
助。作业人员通过地面控制带电作业
机器人的方式，实现作业全过程在终端
上“一键操作”，有效提高了带电作业效
率和安全性，增强了供电可靠性，有利
于减少对用户用电的影响。当天，机器
人操作三相线路从开始到结束作业，历
时60分钟。

“这是我省首次采用配网带电作业
机器人开展带电作业，提升了作业安全
性，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为全省推广应用贡献了‘可复制、可推
广’的郑州经验。”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设备部配电处处长郭剑黎说。③7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本报通讯员 刘浩都 史建峰

近日，在南阳市宛城区法院溧河
法庭，一起赡养纠纷通过网络调解成
功结案，老母亲走出法庭时脸上露出
了久违的笑容。

人间最暖是亲情，唤起亲情，矛盾
化解就有了突破口。法官丁心然通过

“智慧法院”小程序在线调解，既说法
律规定，又讲人伦道德，一番劝解终于
打开了当事人心结，姐妹俩就母亲的
赡养费达成一致意见，并表示以后要
好好孝顺母亲，母女“恩怨”顺利化解。

作为全国第一批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试点创建城市，南阳以深入开
展“六防六促”专项行动促进“三零”
平安创建，通过“四治融合”充分调动
社会力量参与，在共建共治共享中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小网格”发挥平安建设大作
用。南阳市以“全科网格”扎牢基层
根基，12万余名网格员奔走在全市 5
万余个基础网格中，发挥身在一线、
深入群众的优势，把党员、志愿者等
有效联结起来，将群防群治力量延伸
到每个村（居）民小组、楼栋、家庭，打

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实现人在网
格走、事在网格办。

“自治加共治”谱写基层治理“交响
乐”。在邓州市，曾经治安案事件不断
的“问题村”大丁村如今变得秩序井然，
村民安居乐业。村干部一句话道出了

“诀窍”：“村里的大小事，村委会都提前
征求群众意见，意见不一致时就用‘四
议两公开’工作法让群众来决策。”

通过“四议两公开”，村干部学会
了讲方法、讲程序、讲协商，群众增强
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法
律意识，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平安建
设的积极性。从一村到一市，从一地

到各地，“民事民议、民事民管、民事
民办”在南阳基层干部群众中成为思
想共识和行动自觉，自治、法治、德
治、数治“四治融合”、相得益彰，有效
破解了发展中出现的社会治理难题，
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显著增强，南
阳市连续 8年被评为“全省平安建设
优秀省辖市”。

南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金
浩介绍，下一步，南阳市将继续深化

“三零”创建，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
加快建设现代化副中心城市创造安
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③9

我省首次开展带电机器人不停电作业

走中原 看三秋秋

谱写平安河南更加出彩新篇章谱写平安河南更加出彩新篇章

神奇的玉米种子
——秋收一线的农业现代化系列观察之二

南阳：共建共治激活平安建设源头活水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10 月 7日，
省政府召开第二批稳住经济大盘督导
和服务动员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
派出 10个工作组赴 9个省辖市和济源
示范区、航空港区开展督导和服务，持
续传导压力和信心，动员全省上下冲刺
四季度、确保全年红。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守刚出席
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向省辖市派出稳
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组，是省
委、省政府作出的重要部署，第一批督
导服务成效明显，各工作组要充分认识
接续开展督导服务的重要性紧迫性，持
续发力、督帮一体，为稳住经济大盘作
出积极贡献。

孙守刚强调，要持续传导压力和信
心，帮助各地算好政治账、政策账、潜力
账，以喜迎党的二十大为强大动力，抢
抓四季度关键期、政策窗口期、项目建
设黄金期，保持经济回稳向好态势。要
突出重要项目集中攻坚，把项目建设作
为督导服务重中之重，推动各地在谋项
目加快成熟、前期项目加快落地、在建
项目加快进度、投产项目加快达效。要
聚焦稳经济政策措施落实、双线嵌合机
制运行、保交楼、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
开展督导服务。要加强沟通衔接，坚持
严实作风，深入基层一线，饱和式、分行
业、具体化开展工作，切实提高督导服
务质效，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③6

冲刺四季度 确保全年红
省政府开展第二批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

王宏范同志1933年9月出生于河
南省淅川县，1948年 7月参加工作，
195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
7月至1956年10月，先后任淅川县一
区政府邮务员，县政府工作员，滔河区
政府助理员，县委文印员，南阳地委纪
检会、组织部干事，方城县委办公室主
任。1956年10月至1967年1月，任河
南省委办公厅专职秘书、综合组秘书。
1967年1月至1971年2月，下放灵宝、
孟津县农村劳动。1971年2月至1973
年5月，在河南省平舞工程707指挥所
政工组、指挥部办事组工作。1973年5
月至1977年 9月，任河南省舞阳钢铁
公司经理办公室副主任、舞阳工委办公
室主任。1977年 9月至1981年 6月，
历任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副秘书长，省委
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干部一处副处
长、党政干部处处长。1981年 6月至
1991年 1月，历任河南省委组织部副
部长、省劳动人事厅厅长、人事厅厅
长。1991年 1月至1998年 1月，先后
担任河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省
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

王宏范同志是第八届全国人大
代表。

王宏范同志在 70多年的革命生
涯中，经受了战争年代和艰苦环境的
考验，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
忠心耿耿，为党和人民贡献了毕生精
力。参加革命工作后，他在艰苦环境
中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武装斗争，在

斗争中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初步奠定
了革命的人生观。解放后他先后参
加了粮食统购统销、征兵等具体工
作，在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主义运动
和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积累了丰
富的实践知识。他服从组织分配，对
党忠诚，自觉学习革命理论，积极工
作，表现突出，先后在剿匪、屯粮、“三
反”运动中被评为模范。

在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劳
动人事厅厅长，人事厅厅长期间，他
认真贯彻执行各项干部人事政策，积
极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究和探
索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和公务员制度
建立等方面的新问题，坚持原则，秉
公办事，作风正派，为我省组织人事
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担任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副
主任期间，他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
予的职责，支持“一府两院”的工作，为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监督、选
举任免、重大事项决定等职权做了大
量开创性的工作。他高度重视代表工
作和人大机关自身建设，团结同志，艰
苦探索，努力推动机关各项工作规范
化、制度化、程序化，取得了突出成绩。

1998年 8月，经组织批准，王宏
范同志离职休养。离休之后，他仍然
保持着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大
事，关注我省民主法治建设，关心支
持人大机关各项工作，积极为河南的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离
休后他还担任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在教育引导、关心
关爱青少年和服务大局等方面，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彰显了老同志
的大爱无疆和历史担当。

王宏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
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
奉献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
奋斗的一生。③9

中豫信增获评 AAA 主体信用等级
（上接第一版）
中诚信国际董事长兼总裁闫衍

给出了答案：“中诚信国际给予中豫
信增 AAA主体信用评级，是基于河
南区域经济发展情况、财政收入情
况、股东情况、财务实力等多方面因
素的综合考量。同时，中豫信增作为
河南首家且唯一的信用增进机构，未
来具有较强的区域展业优势，并且已
与多家金融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意
向，积极储备项目资源，未来发展空
间广阔。”

“我们同样认为，中豫信增股东实
力雄厚，不论是成立初期还是之后的
运营，都能够在资本补充、企业管理等

方面给予公司大力支持。同时，中豫
信增主要管理人员金融行业从业时间
较长，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有助于公
司业务初期的稳步发展。”联合资信总
裁万华伟表示。

作为经济大省，河南经济总量庞
大、市场主体丰富，但是资本市场上的
表现并不与之匹配。其中，直接体现
就是金融创新工具偏少，企业直接融
资占比偏低，且金融资产整体质量不
高，亟需提升信心、重塑资本市场发展
生态。

在 此 背 景 下 ，中 豫 信 增 获 得
AAA 主体信用评级，无疑将使这一
金融工具发挥出更大效能，更好服务

区域经济的发展。
“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信用增进

工具的运用，有助于提高直接融资占
比，优化企业融资结构，并且有助于河
南省金融环境的改善与提升，进而构
建良好的金融生态。”河南省政府国资
委党委书记、主任李涛表示。

“中豫信增此次获评 AAA 主体
信用评级，表明了国内市场权威机构
对公司实力的高度认可以及对未来
发展的积极展望，必将为河南资本市
场的发展带来新动能，为河南地区的
经济金融稳定和创新发展作出新贡
献。”建行河南省分行行长梁德顺表
示。

在华夏银行郑州分行行长余西宁
看来，信用就是资源，信用就是营商环
境。中豫信增获评 AAA 信用评级，
有利于其更好地为全省企业公开市场
发债融资提供全方位增信服务，撬动
全省社会融资规模，构成河南信用体
系建设的重要一环。

立足中原，放眼全国，中豫信增将
如何打造成为国内一流信用增进机
构？

“对于中豫信增而言，最关键的还
是要聚焦主责主业，通过信用增进提
高AA及以上等级信用主体的发债能
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企业发行债
券提供全周期综合金融服务。”中豫信

增总经理岳思正介绍。目前，通过前
期建立培育的“朋友圈”资源，中豫信
增已储备了一批增信业务项目，总发
行额度超过100亿元。

此外，在二级市场，中豫信增也将
通过债券交易，维护河南省存量债券
估值，纠正债券价格“失真”。中豫信
增也正协同股东单位筹划完善河南省
债券风险分散共担机制，以保障省内
发债主体的债券兑付能力，维护河南
发债主体市场形象。

针对下一步计划，豫资控股集团
董事长秦建斌表示，依照河南省委、省
政府部署要求，豫资控股集团将协同
各股东单位、各业务板块共同发力，助

推中豫信增成为国内一流的信用增
进机构，“希望中豫信增不负重托，以
改革求发展，以创新增活力，以开放
创优势，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力、创新
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努
力成为顶梁柱。”

“立足新发展阶段，河南正锚定
‘两个确保’、全面实施‘十大战略’，
金融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抓手。河
南省政府国资委将全力支持中豫信
增在全省范围内展业，监督、协调、
指导中豫信增聚焦主责主业，积极
做好相关服务与工作，为河南债券
市场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涛
表示。

擦亮全国债券市场上的“河南招牌”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游客朋友们，您
好，老君山景区在中天门广场为您准备了午
餐……无人值守，自觉投币，每人收费一元！”
10月 7日，老君山景区国庆黄金周无人值守

“一元午餐”活动圆满结束，工作人员在盘点
时，发现竟然多出615元。

今年国庆黄金周，老君山景区依然推出
针对游客的“一元午餐”活动。7 天里，该景
区共售出一元午餐 15782 份，通过扫码支付
和现金支付收到费用共 16397 元，多出了
615 元。虽然是无人值守，但是收入不少反
多。“这多出的部分是一些游客有意多给的，
我们也很感动。”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元
午餐”活动景区已连续开展 6年，今年的“一
元午餐”在保留充满地域特色的糊涂面条基
础上，还准备了馒头、煮鸡蛋、蒸土豆、蒸红
薯、黄瓜条、圣女果等配餐。餐食分大小份，
提倡节约，拒绝浪费。

“老君山海拔很高，爬到中天门附近时比
较寒冷，这时候能吃上一碗热乎饭，我们感到
非常暖心。”郑州游客朱女士说。③9

图①② 老君山“一元午餐”活动现场，游客有序排队入场，扫码或投币
取餐（10月7日摄）。 周向毅 摄

无人值守无人值守““一元午餐一元午餐””结账多出结账多出615615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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