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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罗一琛 杨振辉

英雄渠畔，万名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砥砺初心使命；

丹江两岸，内生动力不足的小村庄“抱团取暖”，焕发全新活

力。

组织兴，则乡村兴；组织强，则乡村强。“我们聚焦主责主

业、服务中心大局，在建设过硬干部队伍、完善基层组织体

系、集聚各类人才上持续发力，创新求效，以组织力凝聚发展

合力，以组织振兴引领乡村振兴。”淅川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王兵说。

树正导向提能力，锻造“硬队伍”

“本次培训从重点行业帮扶政策落实、防返贫动态监测、

资金项目管理等巩固脱贫成果重点评估内容进行详细授课，

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基层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

用。”参加了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干

部培训班后，盛湾镇镇长周江涛说，培训既“入口味”又“接地

气”，学习后更“添底气”。

树牢选人用人正确导向，统筹优化班子结构，不断提升

干部专业化能力，淅川锻造乡村振兴的“硬核”队伍。

用人导向是方向、是标杆、是旗帜。淅川县牢固树立“谁

讲政治支持谁、谁敢担当支持谁、谁讲团结支持谁、谁当第一

支持谁、谁能干成事支持谁”的鲜明导向，突出政治标准，坚

持事业为上，重视基层，倾斜一线，先后调整乡科级干部6批

次，确保了每批次干部调整程序上不出疏漏、人选不“带病提

拔”。

健全优秀年轻干部选拔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强化年轻干

部培养锻炼。一年来，淅川县选拔 6名 37岁以下正科级干

部、20名30岁以下副科级干部到急难险重一线岗位锻炼，坚

持在乡村振兴、文旅基建、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南部水城、污

染防治等重点工作中发现、识别、培养优秀年轻干部。加强

对“墩苗育苗”干部及选调生的管理，并对已经提拔使用的年

轻干部和选派为驻村第一书记的后备干部跟踪培养，帮助他

们早日担当重任。

为提升干部专业化水平，增强履职能力，淅川县围绕产业

引进、入驻审批、优惠政策等举办全县招商引资专题培训；组

织举办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追责问责案件以案促改专题

培训暨应急能力提升专题研讨班、全县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班；

协调组织开展了“科技创新”“城市规划”“项目产业”等6期“中

原大讲堂”线上、线下系列培训，培训干部超1000人次，在全

县上下形成了以学促干、以学增效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提升干

部队伍专业化能力。

强基赋能出实招，筑牢“桥头堡”

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2022年以来，淅川县委根据“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需要，高标准举办了4期500余人次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培训

班，县主要领导亲自审定培训方案、安排培训课程，县处级领导带头授课，通

过红色教育、全员轮训、外出学习、线上充电四种模式，筑牢责任担当，提升

履职能力，让支部书记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

“头羊”领跑乡村振兴路，党员联户架起干群“连心桥”。“为构建‘支部引

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助推乡村振兴的良好格局，我们还充分发挥党员在

宣传、发动、联系、服务群众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号召全县党员联户，做深

做实做细‘讲帮带’。”王兵说。

李汉锋是上集镇肖山村的老党员，在深化党员联户中，他为有困难的家

庭种地除草、收秋打粮。村民感叹：“家里无论大小事，他都随叫随到；孙子

学习有困难，他马上喊闺女来辅导。他可是村里的‘及时雨’！”目前，淅川县

像李汉锋一样的联户党员有11472名，联系常住户133247户，织密党员帮

困网络，实现村（社区）常住户全覆盖，以联户“小杠杆”撬动基层“大治理”。

针对县域内村多、村小、村穷的实际问题，在“强基”过程中，淅川县还大

力推进合村联组，为乡村组织振兴奠定基础。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李萌萌

“5000亩的农田，仅需要配备 3个

人。”3月14日，在位于淇县朝歌街道石

桥村的淇县5G数字农业示范园内，该园

总务李军指着5G大屏幕上的数据告诉

记者，每天不断上传、更新的数据，清晰

地展示着每棵麦苗的长势和管理情况。

李军口中的3个人，分别是淇县5G

数字农业示范园的场长、总务和农技

员。他说，总务的职责主要负责农资调

度、生产管理和示范园内的生活保障。

3个人，5000亩农田，这样不对等

的数字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一大早会到田里转上一圈，随机

抽取几个点位的麦苗拍照传回公司大

数据后台，专家通过后台会根据麦苗情

况给出指导意见。”农闲时，李军的工作

很是轻松。

李军指着大屏幕上小麦区的数据

说，每日地表5层土的湿度被深浅蓝色

标识，曲折的线段呈现地表的温度，“地

表11.9的数值表示该浇水了。”

站在淇县5G数字农业示范园的二

楼望去，数十米长的高效节水喷灌机按

照预订时间、预订水量正在喷洒作业，

“嗷嗷待哺”的麦苗尽情饱饮。

这样的数据仅是 5G 大数据里的

“冰山一角”，小麦区被纵向划分为综

合、巡田、影像、关注、农事五大类，横向

按照寒露、霜降、立冬等节气分为备耕、

播种、出苗、分蘖、越冬、返青、起身等13

个生长阶段。

介于惊蛰和春分之间的麦苗起身

阶段，专家给出的农事指导方案更为具

体，原因是这个阶段温度回升，是蚜虫、

红蜘蛛即将快速繁衍时期，也是纹枯

病、茎基腐病、锈病防范时期。

在5G的“照看”下，麦苗拔节生长，

“管家”的成效更是一览无余。被切割

成豆腐块的农田，在大屏幕上被编辑了

序号，每一个豆腐块内的麦苗长势好

坏，5G用绿色、黄色光柱“实话实说”。

5G“实话实说”的底气，来自“种”到

田间的35个土墒仪、2台虫情孢子监测

仪、1套小型气象站、25个视频监控设

备、1台高光谱长势监测仪。这些“宝

贝”，是河南省现代农业大数据产业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供的。

河南省现代农业大数据产业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是淇县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推进农村土地规模

化、集约化经营，积极探索5G智慧农业

新模式，于 2020 年 10月引进的企业。

目前，该公司在淇县流转土地4万亩，其

中已建成5G数字农业示范园5000亩。

“示范园订单化种植高筋小麦，这

样的高科技、规模化种植保证了小麦的

品质和产量稳定。”淇县农业农村发展

中心副主任刘红军很有信心地说，示范

园的小麦每斤售价比市场均价高出八

九分钱是不成问题的。

刘红军介绍，示范园采用多光谱图

像传感器和土壤传感器等设备，已形成

了精准化管理、智慧化种植，种植成本

降低30%，小麦可增产8%。

“农作物的生命周期、分界时间一

目了然，农时做农事的误差仅在 1~2

天。这样的数据分析，即使将来不懂种

地的年轻人，也能种好地。”恰逢武汉大

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系主任巫兆聪教

授前来调研，示范园场长陈智博士胸有

成竹地介绍道。

“麦苗成长的历史、现在、未来都尽

在掌握，以后科学化种植、规模化种植

势必成为趋势。”巫兆聪教授说。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
祝鹏 宋晓琦）3月 15日，“全国第三

届大学生书法篆刻作品巡展、全国

首届高校教师书法篆刻作品巡展”

在洛阳市偃师区张海书法艺术馆开

幕。

此次展览由教育部体育卫生与

艺术教育司担任艺术指导，中国书

法家协会、郑州大学主办。全国第

三届大学生书法篆刻展共收到国内

外693所院校4013件投稿作品，全

国首届高校教师书法篆刻展共收到

全国375所高校1140件投稿作品，

评出200件大学生作品和153件高

校教师作品参展。这些作品坚持守

正创新、继承传统、书写时代，体现

了大学生的青春亮色与高校教师的

文化底蕴。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李
红忠 鲁新）“这台机器可以同时实

现节能、节水，既省工又省时，跟传

统的浇水施肥相比，不管是工作效

率还是经济效能，都有一个极大的

提高。”3月 15日，在位于范县白衣

阁乡的河南顺清食品公司蔬菜种植

示范基地内，基地负责人盖德连正

在进行水肥智能一体机调试。

据了解，信息化智能灌溉是实

现农业节水增效的有效途径之一。

近年来，范县不断完善农田水利灌

溉输配水工程建设，加大信息化智

能灌溉投用。目前，全县大部分耕

地已经实现了智能化节水灌溉，从

过去的“大水漫灌”变成了“精确灌

溉”，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降

低了农业生产成本，确保了粮食生

产安全。

通过实施干支渠护底护坡衬砌

改造、桥涵闸等建筑物改建及维修，

以及在干渠和支渠之间安装节水

闸、智能测控终端，范县大部分区域

实现了利用智能手机进行远程控

制，动动指尖就能进行精准用水，不

仅有效减少了水资源浪费，还做到

了精准灌溉，为保障粮食安全奠定

了坚实基础。

范县 智能化灌溉念活“节水经”

5G农田的“智慧密码”

全国第三届大学生书法篆刻作品巡展
在偃师开幕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此时正值

多种果树萌芽期、开花或抽梢期，降温

会对果树造成一定的伤害，特别是对

梨、樱桃、杏、李、桃、猕猴桃等早花早实

树种伤害更大，降温可能会造成果树花

器官冻害，并伴随授粉受阻，降低坐果

率，从而造成减产。”3月 16日，河南大

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陈锦永

道出了此次“桃花雪”对果树的危害。

为此，河南省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紧

急发布了暴雪灾后补救措施，以减少果

农损失。

此次受降雪降温影响最大的是梨

树。梨树不抗冻，花期也很短，目前正

处于花蕾分离期，此次受到雪灾冻害，

极有可能造成减产甚至绝收。河南省

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提醒，要及时清

理树冠上积雪，随气温升高，要抓紧时

间授粉，对未受冻的花朵及时人工点

授，确保正常结果。要及时喷施 0.3%

磷酸二氢钾+0.2%硼砂+0.5%红糖+

0.1%尿素+0.2%倍芸苔素内酯+0.05%

复硝酚钠，增强花蕊的抗寒性；落花后，

应尽快全园喷施 0.3%磷酸二氢钾+

0.1%尿素+0.2%糖醇钙镁+0.5%红糖+

芸苔素内酯1500倍+赤霉素 100ppm

混合溶液。加强病虫害综合防控，适当

推迟疏果时间。落花后尽快追肥、浇

水，提高树体的营养水平，争取把灾害

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受前期高温影响，目前桃、杏、李等

核果类果树正值花期或幼果期，强降温

和降雪导致低温霜冻。河南省大宗水

果产业技术体系提醒，要及时疏除受冻

的花、幼果和叶片。在气温回升后，喷

施含腐殖酸、氨基酸的叶面肥或植物生

长调节剂1~2次，间隔一周左右。发生

冻害后易受病菌的侵害，要及时喷布保

护性杀菌剂进行保护。灾后及时采取

地面追肥和树上喷施的方法补施复合

肥、硅钙镁钾肥等，以利恢复树势、促进

树体生长和幼果发育。

“苹果还没开花，此次降雪降温天

气对苹果影响不大，雨雪后融化相当于

对果园浇水，对果园来说有一定好处。”

陈锦永提醒说，常言说“下雪不冷化雪

冷”，雪停后应立即清除树体的积雪，减

少化雪造成冻害。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当前正值小

麦田间管理关键时期，这场降雪将对小

麦生长产生哪些影响？3月16日，记者

采访相关专家，给全省种植户支招。

“此次降雪对缓解旱情有利。”河南

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推广副首席、省农

技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蒋向说，2月份

以来，全省各地降水偏少，已出现旱象，

小麦正需及时补充水分。此次剧烈降

温是否对小麦产生不利影响？蒋向介

绍说，目前小麦正处于起身拔节期，抵

抗低温的能力有所下降，但从全省情况

来看，此次降温过程各地最低温度几乎

都在0摄氏度以上，因此对全省小麦生

产的影响不大。

河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

家、省农科院小麦所李向东研究员说，

豫南等个别地区发育早的小麦，要关注

此次降雪过程后的小麦生长情况，如受

影响，要采取追肥浇水等措施缓解。另

外，应密切关注3月下旬到4月初可能

发生的倒春寒天气，届时可能会对处于

孕穗期的小麦带来不利影响，要根据土

壤墒情，在寒潮来临前，及时灌水补墒，

减少危害。

据了解，目前全省小麦一二类苗占

比 94%以上，长势总体较好。专家提

醒，当前正是小麦田间管理的关键时

期，各地农民要注意科学运筹肥水管

理，搭好丰收架子。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当前，设施早

春茬蔬菜定植后不久，设施越冬茬蔬菜

处于结果盛期，降雪和倒春寒很可能造

成设施损坏、幼苗冷害、诱发病害等情

况。”3月16日，河南农业大学教授、河南

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李胜

利提醒蔬菜种植户，要积极做好此次雨

雪降温天气的应对措施，以减少损失。

针对倒春寒对大棚蔬菜的不利影

响，李胜利向蔬菜种植户提出了应对措

施：首先要防止大风吹坏棚膜、刮翻保

温被，及时对温室和大棚进行检查，及

时修补破损棚膜，加固压膜线。小拱棚

四周用土压好棚膜，防止大风将棚膜和

拱架损坏。

其次要防止植株冷害发生。做好

保温，夜间覆盖并加固好保温被，大棚

做好多层覆盖，有条件的在四周堆放草

苫保温。要增强幼苗防冻能力，大风寒

潮天气气温低光照弱，幼苗根系吸收能

力弱，抗寒能力差，可以叶面喷施碧护、

芸苔素及氨基寡糖类诱抗剂，有效缓解

僵苗、促进发根，提高幼苗抗寒性。

此外，低温天气会导致蔬菜生长缓

慢，抗病能力降低。李胜利提醒蔬菜种

植户，要预防灰霉病、晚疫病和菌核病

等发生，减少浇水和液体喷施，降低设

施内湿度。可采用百菌清、腐霉利等烟

熏剂、粉剂，既防止病害发生，也不增加

设施内湿度。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3月16

日，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监测

显示，3月15日 20时至3月16日

16时期间，三门峡、洛阳、焦作、济

源、郑州、平顶山、南阳等地部分

县市出现中到大雨雪，局地暴

雪。全省平均降水量9.8毫米，最

大降水量出现在新安县为35.6毫

米，最大降雪量出现在嵩山为

31.0毫米。我省西部大部县市积

雪深度在 5厘米以上，部分县市

12到23厘米。

此次“桃花雪”成因是什么？

气象专家表示，此次雨雪天气过

程主要是受低层南下冷空气和较

强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的结

果，3月 15日冷空气南下造成温

度骤降，在近地面形成冷空气垫，

强偏南暖湿气流携带的充沛水汽

在冷垫上迅速爬升，发生凝结或

凝华，形成降雪。

此次降雪有什么影响？气象

专家分析，今年以来，我省降水明

显偏少，气温整体偏高，部分地区

出现旱情，森林火险等级较高。

据 3月 15日 12时自动土壤水分

监测站网数据显示，全省0~10厘

米缺墒测站比例55%。当前全省

大部分小麦正处于起身期，此轮

雨雪过程有利于改善土壤墒情、

麦田增墒保墒，同时对降低森林

火险等级、改善空气质量有利，但

较强雨雪对交通出行、设施农业，

且豫西较低气温对进入返青拔节

阶段的小麦、进入花期的果树等

有不利影响，总体利大于弊。

本报讯（记者田明）记者从河南农业

大学获悉，3月16日，该校康相涛教授团队

基于前期鸡泛基因组研究成果与公共数

据，开发了适用于我国地方鸡基因组系列

液相芯片——“神农1号”。该系列芯片的

成功研发，搭建了用于地方鸡种质资源鉴

定、精准评价、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高效技术

平台，对我国家禽种业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悉，该系列芯片采用模块组合的设计

思路：模块I是利用66.5M泛基因组序列，设

计5K标记；模块II是整合生长、繁殖、屠体等

性状GWAS的功能位点，设计5K标记；模

块 III 是整合我国 58 个地方鸡种中高频

SNP位点，设计30K标记；模块IV是整合生

长、羽色等性状的原因 InDel、SV、PAV突

变位点。集成上述模块，创制了40K、5K地

方鸡基因组系列芯片——“神农1号”。

上述研究成果的取得主要依托于神农

种业实验室、农业农村部畜禽资源（家禽）

评价利用重点实验室、河南省鸡种质资源

创新与利用重点实验室、河南省家禽育种

国际联合实验室和河南省家禽种质资源创

新工程研究中心等省部级研究平台，以及

保存了29个特色资源、设施设备一流的河

南农业大学家禽种质资源场。

我国首款地方鸡专用芯片“神农1号”研发成功

三月三月““桃花雪桃花雪””
对我省农业生产有啥影响对我省农业生产有啥影响

大棚蔬菜生产 防范低温冻害

降雪缓解旱情降雪缓解旱情 有利小麦生长有利小麦生长

花期遇降雪 果树很受伤

此次“桃花雪”
成因是什么

33月月1616日日，，河南多地飘起鹅毛大雪河南多地飘起鹅毛大雪

三月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三月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

因此这场雪也被称为因此这场雪也被称为““桃花雪桃花雪””

这场降雪对我省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呢这场降雪对我省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一起听听专家怎么说我们一起听听专家怎么说

▲3月16日，汝阳县迎来今春首
场大雪。 康红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