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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庵欢迎您茶庵欢迎您
●茶庵乡距南阳

主城区15公里，距南阳
姜营机场仅10分钟车程，高铁、高
速、国道穿境而过

●下辖 18 个行政
村，总面积53.8平方公
里，耕地面积5.8万亩，总

人口4.2万人

●奋力打造高铁新城、宛东新
城、航空新城

我与乡村共成长墩墩苗墩墩苗墩墩苗墩墩苗 搜索15515779057 添加微信“墩墩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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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曹国宏曹怡然文/图

哗的一声，丁志超在桌上摊开一张

高铁片区发展规划图，上面十多个大小

不同、形状各异的区域板块，分别被他

用签字笔做了标注：高铁商务总部经济

区、高铁智慧物流产业区、安置区、城市

综合服务、招商中、提质建设中……

“茶庵乡必须统筹谋划高铁经济下

产业发展，拓展城市综合服务，带动现

代农业、生态旅游，实现产业联动，乡村

振兴。”6月22日，丁志超向记者谈起茶

庵乡的发展思路。

茶庵乡位于南阳市宛城区东部，距

中心城区直线距离仅12公里，是南阳高

铁东站所在地。2021年10月底，丁志

超作为“墩苗”干部，从南阳市纪委调任

宛城区副区长、茶庵乡党委书记。一到

任，他就紧锣密鼓地投入到高铁片区建

设、中德产业园等重大项目的对接推进

工作中，并见缝插针地往村里跑，全方

位摸排各村情况。

作为一个拥有5万亩耕地、6800亩

蔬菜基地、4万余人口的农业乡镇，涉及

4个村4400多亩耕地的高效节水示范

区建设，是丁志超上任后紧抓不懈的重

点工程。12天完成土地流转，严把管道

铺设、设备安装等环节工程质量，如今

工程已进入扫尾阶段，投用后科技助力

丰产的效果将更加显著。

在茶庵乡蔬菜产业基地，丁志超在

袁黄庄村党支部书记袁祖印的引领下

走进蔬菜大棚。袁黄庄村的蔬果产业

基地主要种植西红柿、薯尖、空心菜、

羊肚菌、黑木耳，以及草莓、桃子、西

瓜、葡萄等水果。在种植薯尖的大棚

里，丁志超和村民们聊起了掐菜的工

钱，薯尖的销售渠道、亩均收益等。了

解到薯尖大多借助其他公司销往南方

时，他对身旁的村干部们说：“咱们这

么好的瓜果蔬菜，得打造茶庵自己的

品牌，利用村集体合作社搞技术管理和

营销，不仅能提高种菜收益，还能增加

村集体收益。”

走出薯尖大棚，丁志超又来到村里

的“番茄大亨”宋江立的大棚。宋江立种

有200多亩西红柿，育苗、种植、管理各

个环节都是他自己搞定，销路更不用愁，

但也有自己的烦恼。“丁书记，我现在育

的苗只够供自家棚种，村里大多数种植

户都是从外边买的苗，如果政府能配套

建几座高标准的智慧育苗大棚，那就能

大大降低种植成本，育出的菜苗品质也

更有保证。”

宋江立的诉求，也是丁志超正在谋

划的蔬菜产业升级计划，不只要建专业

育苗大棚、打造品牌、培育产业带头人，

还要把蔬菜基地升级为田园综合体，增

加采摘、研学、农事体验等文旅项目，拓

宽村民增收渠道。

在高铁站区位优势加持下，一批重

点建设项目纷纷落地，这也为茶庵乡

群众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

“在服务项目建设的同时，我们将根据

辖区内的产业需求，有计划地开展适

合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家政服

务、物流配送、养老托育等职业化培

训，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丁

志超说。

对于茶庵下一步的发展，丁志超也

有着自己的思考：“农业产业化、农民职

业化是大势所趋，同时，部分村庄被纳

入城区发展规划，土地资源今后会愈发

紧俏，我们正在对土地现状进行调查，

整合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在重点项目周

边规划建设农贸批发市场、农牧装备修

配市场，通过优化产业布局，把茶庵乡

打造成为‘城乡融合示范点’。”

本报讯（记者王侠）6月23日，记者

从省民政厅获悉，为应对我省持续高温

天气，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从6

月23日起到8月底，省民政厅和救助管

理机构开展“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活

动，确保流浪乞讨人员清凉度夏。

各地民政部门将会同公安、住房城

乡建设及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开展街

面巡查，劝导、引导流浪乞讨人员进站

避暑，对不愿进入救助管理机构受助人

员，发放防暑降温药品和用品，有条件

的地方可设置临时避暑救助点。对各

地救助管理机构开展夏季安全生产排

查，严把食品安全关，确保救助管理机

构安全度汛，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生命健

康安全。

本报讯（记者王旭 通讯员霍鑫裴
培）7471 万千瓦！6 月 22 日 13 时 10

分，这是我省全网用电负荷今年以来第

3次创新高的数据，较往年历史最高负

荷增长9.6%，当天全省日用电量15.49

亿千瓦时，较往年历史最高纪录增长

10.2%。

6月中旬以来，受经济加快恢复和

持续高温影响，我省用电负荷快速攀

升。其中，6月20日，全省用电负荷达

7108万千瓦，首次突破7000万千瓦大

关，创历史新高，比去年度夏最高负荷时

间提前20天。6月21日，全省用电负荷

达7249万千瓦，再创新高。

国网河南电力全力做好迎峰度夏电

力保供各项部署，于6月15日全面启动

迎峰度夏安全保供“大值班”运行模式，

5.9万余名电网运行、设备运维、抢修服

务等专业员工严阵以待，全力打好迎峰

度夏电力保供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樊春
光 陆梦娇）“我当过兵，长哩黑，但我带

领老少爷们儿致富的愿望是真心的。”6

月23日，漯河市第三期“出彩吧·支书”

大比拼活动在源汇区问十乡宋庄村拉开

序幕，宋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肖科登台比

拼前的一番心里话，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近年来，在省委组织部的指导下，漯河

市深入实施“夯基垒台”三年行动计划，坚持

从优秀退役军人中选拔培养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一大批身上有泥土、心中有信仰、肩

上有担当的“兵支书”，秉承忠诚、担当、奉献

的军人品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成为乡村

振兴和“五星”支部创建的“排头兵”。

据悉，此次活动获得一二三等奖的

党支部书记，分别奖励所在村党支部活

动经费10万元、5万元、3万元。借助此

次活动，该市将持续推进“五星”支部创

建工作，把创建工作与乡村振兴、“三零”

创建、基层党建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激

活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各县区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

‘五星’支部创建与‘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结合起来，以创建实效检验能力作风

建设成果。全市广大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要用心谋事、用情做事、用力成事，让

群众真正享受到创建带来的‘星级’生

活。”漯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吕娜说。

新乡县全域制种是这样炼成的

7471万千瓦！
我省用电负荷三创新高

我省开展“夏季送清凉”救助活动

漯河村支书比学赶超创“五星”

张良姜的自述

丁志超（右）在袁黄庄村蔬菜大棚

了解产业发展情况

□本报记者丁需学

我叫张良姜，生于鲁山县张良镇，以

色泽金黄、辛辣味浓、百煮不烂、久贮不

腐而著称，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两千多年前，我的祖辈就在张良这

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相传，当年刘邦大军在这一带征战

时，正值冬季，刘邦及官兵染病，久治不

愈，刘邦便听从谋士张良和当地郎中建

议，煮姜汤服饮，服而即愈。刘邦便将此

地赐名为张良镇，将我的祖辈赐名为张

良姜。

“我们合作社成立7年，每年种植张

良姜300多亩，亩产量8000斤左右，亩产

值按现在价格算在2万元左右，全镇种

植3000多亩。”6月15日，张良镇闫洼村

党支部书记杜飞飞向前来了解我前世今

生的记者介绍道。

亩产值 2 万元，种我岂不发了大

财？请听我慢慢道来。

在两千多年的种植过程中，我逐渐

养成了“娇贵”的脾性。每年清明节前，

主人们把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从凉爽的

姜窖里取出，精挑细选后，放在地上晾晒

几天，把我从休眠状态唤醒，萌动发芽

后，再根据天气情况把我种进起垄的土

地里。

为什么要根据天气情况，因为若气

温太低，土壤太凉，我就不再生长了。我

还怕热，出苗后需要找东西给我遮阳。

原来都是用栗木枝条一垄一排地插在一

边。这需要很大的量，近些年栗木枝条

不让用了，人们就用种植的早春玉米或

遮阳网给我遮阳，每四五行姜种一行玉

米。不过我也不太计较，只要有东西给

我遮阳，不让我在太阳下暴晒就行。再

者需要两年一换茬，否则我就要生病，还

会传染给兄弟姐妹。

还有更神奇的，我的生长范围只在

张良镇一带最优。前些年张良姜效益

好，有人就在外地种，结果长出来的姜品

质差，卖不上好价钱。

说了这么多，是不是觉得我很难侍

候？但这就是我的个性，要不怎么会成

为地理标志产品呢。

正因为我个性太强，有一阵子很多

人不再种植，种植面积大规模萎缩。就

在我快要“绝种”时，国家、省、市、县纷纷

出台政策对我进行保护。2010年，“张良

姜”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17年又获国

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其实说“绝种”有点过了，在张良镇，

赵榜、樊志敏、周庆亮、李喜国、赵青玉等

老一代姜农，一直坚守初心，每年或多或

少种植张良姜。去年，鲁山县建成了张

良姜县级产业园区，同时为杜飞飞的飞

佳农业建设了 1300 平方米、可储存 160

万斤姜的4个姜窖和600多平方米的张

良姜深加工车间，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产

品价值。

目前，杜飞飞、周小五、刘振江等新

一代姜农也成长起来了，他们种姜规模

都在二三百亩，除走精品路线让张良姜

售价翻倍外，还把张良姜销到了全国各

地。这是我们生生不息的源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马丙宇马丙宇刘亚鑫刘亚鑫
通讯员通讯员余晓建余晓建

夏至时节夏至时节，，广袤的沃野田畴一派繁广袤的沃野田畴一派繁

忙忙。。

66月月2323日日，，收割后的麦田泛出新绿收割后的麦田泛出新绿，，

新乡县翟坡镇常兴铺村的曹明英喜上眉新乡县翟坡镇常兴铺村的曹明英喜上眉

梢梢、、信心满满信心满满，，底气何来底气何来？？

““这是麦种繁育田这是麦种繁育田，，每斤种子比普通每斤种子比普通

小麦高出一毛多钱小麦高出一毛多钱。”。”曹明英答得干脆利曹明英答得干脆利

落落。。

66月月99日日，，新乡县新乡县1919..4545万亩小麦颗粒万亩小麦颗粒

归仓归仓，，其中其中1414万亩为麦种繁育田万亩为麦种繁育田，，占比达占比达

7070%%，，麦种总产量麦种总产量11..44亿斤亿斤，，产值产值22..33亿元亿元。。

44月月，，省委省委、、省政府印发省政府印发““中原农谷中原农谷””建建

设方案设方案，，打造千亿级种业和粮食产业集群打造千亿级种业和粮食产业集群，，

谋划谋划““一核三区一核三区”，”，新乡县成为新乡县成为““西区西区””中的中的

重要区域重要区域，，将承担小麦将承担小麦、、大豆繁育任务大豆繁育任务。。

历史的机遇再一次让新乡县的种业历史的机遇再一次让新乡县的种业

发展有了新起点发展有了新起点。。

““种业一直是种业一直是‘‘主业主业’。”’。”新乡县委书记新乡县委书记

祝显成说祝显成说，，县域内种子企业县域内种子企业2222家家，，培育小培育小

麦品种麦品种7070多个多个；；中国农科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中国农业大

学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南省农业科学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院、、河南省科学院河南省科学院、、河南科技学院等培育河南科技学院等培育

的小麦品种常年在此繁育的小麦品种常年在此繁育；；新乡县多年承新乡县多年承

担着河南省农作物新品种生产试验担着河南省农作物新品种生产试验、、区域区域

试验试验。。

粮安天下粮安天下，，种筑基石种筑基石。。借助借助““中原农中原农

谷谷””的东风的东风，，新乡县立下新乡县立下““国内全域制种第国内全域制种第

一县一县””的目标的目标。。

中国农科院扎根新乡县中国农科院扎根新乡县6565载载——

科技引领推开科技引领推开““制种大门制种大门””

55月下旬月下旬，，新乡县麦浪翻滚新乡县麦浪翻滚，，小麦正小麦正

进入成熟灌浆期进入成熟灌浆期，，粒粒饱满粒粒饱满，，穗穗清香穗穗清香。。

从这时到收获从这时到收获，，田间地头田间地头，，总会总会““大大

咖咖””云集云集：：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中国农科中国农科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立会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立会、、国家小国家小

麦改良中心主任何中虎麦改良中心主任何中虎，，中国农科院研究中国农科院研究

员贾继增员贾继增、、周阳等纷至沓来周阳等纷至沓来。。

大批育种专家为何扎堆一个小县大批育种专家为何扎堆一个小县

城城？？只因中国农科院新乡综合试验基地只因中国农科院新乡综合试验基地，，

就位于新乡县七里营镇就位于新乡县七里营镇。。这里这里，，也是瞄准也是瞄准

世界作物科技前沿的中国农科院作物科世界作物科技前沿的中国农科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专家们的小麦育种学研究所专家们的小麦育种““大本营大本营”。”。

““扎根新乡县扎根新乡县6565年年，，已经承载中国农已经承载中国农

科院众多科研成果的新乡县科院众多科研成果的新乡县，，自然吸引来自然吸引来

自全国的目光自全国的目光。”。”祝显成说祝显成说。。

夏粮丰收夏粮丰收，，今年新乡县小麦平均亩产今年新乡县小麦平均亩产

为为10251025斤斤，，但在但在2020世纪世纪8080年代年代，，不仅是不仅是

新乡县新乡县，，全国小麦平均亩产在全国小麦平均亩产在400400斤左右斤左右。。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创建的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创建的

矮败小麦育种技术矮败小麦育种技术，，打破了这一局面打破了这一局面。。

19911991年年，，矮败小麦的种子撒在了新乡县矮败小麦的种子撒在了新乡县

的土地上的土地上，，20032003年矮败小麦育种基地成年矮败小麦育种基地成

立立，，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逐步壮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逐步壮

大大，，加上加上19571957年就安家的植物保护研究年就安家的植物保护研究

所所，，以及后续入驻的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以及后续入驻的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展研究所、、农业信息研究所农业信息研究所、、农田灌溉研农田灌溉研

究所究所、、果树研究所果树研究所，，中国农科院新乡综合中国农科院新乡综合

试验基地由此在新乡县落地生根试验基地由此在新乡县落地生根。。

在新乡县的土地上在新乡县的土地上，，中国农科院还实中国农科院还实

现了小麦与冰草属间远缘杂交技术及其现了小麦与冰草属间远缘杂交技术及其

新种质创制新种质创制，，获得获得20192019年国家技术发明年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二等奖；；完成了矮抗完成了矮抗5858的基因组测序的基因组测序；；培培

育小麦育小麦、、玉米玉米、、大豆新品种大豆新品种3030多个多个，，累计累计

推广新品种推广新品种60006000万亩万亩。。

中国农科院周阳研究员的轮选系列中国农科院周阳研究员的轮选系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王辉教授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王辉教授的““伟隆伟隆

169169”、”、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许为钢研究员的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许为钢研究员的

郑麦系列郑麦系列、、河南省科学院同位素研究所张河南省科学院同位素研究所张

建伟研究员的建伟研究员的““郑品麦郑品麦2222”、”、河南科技学河南科技学

院茹振钢教授的百农系列……常年在新院茹振钢教授的百农系列……常年在新

乡县繁育生产乡县繁育生产。。

““耳濡目染的新乡县人民耳濡目染的新乡县人民，，逐渐将逐渐将‘‘育育

种种’’二字根植于脑海中二字根植于脑海中。”。”中国农科院新乡中国农科院新乡

综合试验基地管委会业务科科长王锋说综合试验基地管委会业务科科长王锋说，，

育种的育种的““种子种子””播撒在了大家的心田播撒在了大家的心田，，生根生根

发芽发芽、、根深叶茂根深叶茂。。

2020世纪世纪6060年代后期年代后期，，中国农科院中国农科院、、北北

京农业大学京农业大学（（中国农大前身中国农大前身））与新乡县联与新乡县联

办的农业技术培训学校开班办的农业技术培训学校开班，，累计累计1010万万

多人成为中国农科院的多人成为中国农科院的““学生学生”。”。

在专家在专家““手把手手把手””的指导下的指导下，，新乡县诞新乡县诞

生了一个又一个农业生了一个又一个农业““土专家土专家””和农民和农民““科科

学家学家”，”，新乡县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科技新乡县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科技

含量节节攀升含量节节攀升，，让民间科研成果让民间科研成果““井喷井喷””的的

基础扎扎实实基础扎扎实实。。

22万字书写院地合作情万字书写院地合作情——

政府倾心撬动政府倾心撬动““种业富矿种业富矿””

66月月2323日下午日下午66点半点半，，中国农科院新中国农科院新

乡精神展馆乡精神展馆，，闭馆之后静悄悄闭馆之后静悄悄。。

展馆里展馆里，，400400余件图片余件图片、、老物件老物件，，定格定格

了中国农科院专家们了中国农科院专家们““把论文写在新乡县把论文写在新乡县

大地大地””的身影足迹的身影足迹，，墙上墙上22万字的介绍里万字的介绍里，，

更深藏着双方相处一甲子的深情更深藏着双方相处一甲子的深情，，令人心令人心

潮澎湃潮澎湃。。

不久前不久前，，中国农科院新乡精神展馆与中国农科院新乡精神展馆与

中国科技馆中国科技馆、、钱学森故居钱学森故居、、袁隆平杂交水袁隆平杂交水

稻科学园等单位共同入选稻科学园等单位共同入选20222022年度科学年度科学

家精神教育基地家精神教育基地。。该馆由新乡县与中国该馆由新乡县与中国

农科院共同出资农科院共同出资600600万元联合筹建万元联合筹建，，20212021

年年底正式落成年年底正式落成。。

院地合作正在延续院地合作正在延续。。在心连心现代高在心连心现代高

效农业示范园效农业示范园，，20002000亩的高标准农田示范亩的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区，，土地连片土地连片，，渠路相通渠路相通。。玉米已经播种玉米已经播种，，农农

田信息监测系统随时监测农田墒情变化田信息监测系统随时监测农田墒情变化。。

““这里有周阳研究员选育的这里有周阳研究员选育的‘‘轮选轮选

6666’’试验田试验田500500多亩多亩。”。”示范园区负责人朱示范园区负责人朱

红雨告诉记者红雨告诉记者，“，“旱能浇旱能浇、、涝能排涝能排，，还有高还有高

科技带动科技带动，，这是对育种的大助力这是对育种的大助力。”。”

““筑巢才能引凤筑巢才能引凤，，优秀的育种环境优秀的育种环境，，能能

让更多科技成果让更多科技成果‘‘留恋留恋’、’、诞生于新乡县诞生于新乡县。”。”

在中国农科院新乡综合试验基地管委会在中国农科院新乡综合试验基地管委会

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主任祁磊眼里主任祁磊眼里，，中国农科院及中国农科院及

众多科研院所众多科研院所、、高校都是新乡县的亲密伙高校都是新乡县的亲密伙

伴伴。“。“既是伙伴既是伙伴，，从过去到现在从过去到现在，，新乡县一新乡县一

直倾心对待直倾心对待。”。”

20092009年年，，新乡综合试验基地开始扩新乡综合试验基地开始扩

建建，，45004500亩育种试验地的流转问题亩育种试验地的流转问题、、地面地面

附着物清理等附着物清理等，，新乡县全部包揽新乡县全部包揽，，同时成同时成

立正处级的管理委员会立正处级的管理委员会，，核定编制核定编制2222人人，，

全方位服务专家全方位服务专家，，保护科研成果保护科研成果，，累计投累计投

入近入近50005000万元万元。。

为进一步加快标准化制种基地建设为进一步加快标准化制种基地建设、、

完善制种环境完善制种环境，，新乡县还投资开发田物联新乡县还投资开发田物联

网智能中控系统网智能中控系统、、种子田标准化栽培试验种子田标准化栽培试验

基地基地、、智能化农机装备智能化农机装备，，并从并从20112011年开年开

始始，，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全县目前全县

建设覆盖率已高达建设覆盖率已高达9999%%。。

新乡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新乡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国家国家

现代农业示范区现代农业示范区、、省级农业科技园区也纷省级农业科技园区也纷

纷落户……静下心纷落户……静下心、、沉住气沉住气、、慢慢来慢慢来，，这是这是

做科研应该拥有的态度做科研应该拥有的态度，，新乡县也这样要新乡县也这样要

求着自己求着自己，，沉淀之后成长飞速沉淀之后成长飞速。。

2222家种企的不懈努力家种企的不懈努力——

民间发力全域民间发力全域““摩拳擦掌摩拳擦掌””

““新原新原958958”，”，是新乡县第一个拥有自是新乡县第一个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小麦新品种主知识产权的小麦新品种，，出自新乡县农出自新乡县农

民牛新印之手民牛新印之手。。

““第一年第一年，，先种先种50005000亩亩！”！”66月月1010日上日上

午午，，来自漯河市的一家种植大户驱车赶到新来自漯河市的一家种植大户驱车赶到新

乡县乡县，，与牛新印商讨与牛新印商讨““联邦联邦22号号””的制种合的制种合

作作，，流转了近流转了近33万亩土地的他们万亩土地的他们““财大气粗财大气粗”。”。

牛牛新印和他育出的品种新印和他育出的品种，，影响力在逐影响力在逐

年攀升年攀升。“。“县内县内、、县外的制种面积今年达到了县外的制种面积今年达到了

11..66万亩万亩，，公司销售额能从去年的公司销售额能从去年的10001000多万多万

元突元突破到破到20002000万元万元。”。”牛新印有信心牛新印有信心。。

民间育种力量在新乡县飞速迸发民间育种力量在新乡县飞速迸发。。

2222家民营种业企业家民营种业企业、、2020余名余名““农民育种农民育种

家家”，”，在新乡县在新乡县，，种企种企““核心人物核心人物””一般都既一般都既

经商又育种经商又育种。。

去年举办的第六届中原国际种业科去年举办的第六届中原国际种业科

技展览会上技展览会上，，专家推荐品种的名额仅有专家推荐品种的名额仅有66

个个，，河南金蕾种苗有限公司就占了河南金蕾种苗有限公司就占了22个个。。

““受茹振钢教授影响受茹振钢教授影响，，我们选择在蔬菜育我们选择在蔬菜育

种制种上发力种制种上发力。”。”育种人李瑞坤介绍育种人李瑞坤介绍，，公司公司

现在也是新乡市甘蓝育种工程技术研究现在也是新乡市甘蓝育种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中心，，实现了集育实现了集育、、繁繁、、推于一体推于一体。。

在棉花育种界响当当的在棉花育种界响当当的““中植棉中植棉22

号号”，”，育种人是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李修育种人是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李修

立立；；稳产稳产、、高产高产、、抗病抗病、、抗倒的抗倒的““新丰新丰””系列水系列水

稻稻，，是是““农家女农家女””王桂凤育出的王桂凤育出的；；孙长法主持孙长法主持

培育棉花新品培育棉花新品1010个个、、新品系新品系6060多个……多个……

一股强大的民间育种力量在新乡县涌动一股强大的民间育种力量在新乡县涌动。。

全域制种全域制种，，新乡县有新乡县有““上接天上接天””的科研的科研

优势与优势与““下接地下接地””的民间基础的民间基础。。站在站在““中原中原

农谷农谷””赋予新乡县委赋予新乡县委、、县政府的新定位县政府的新定位，，新新

乡县列出发展台账乡县列出发展台账：：明确方向明确方向，，加强对种加强对种

业发展规划的研究业发展规划的研究；；优化布局优化布局，，培育有影培育有影

响力的种业航母响力的种业航母；；注重转化注重转化，，杜绝科研与杜绝科研与

生产生产““两张皮两张皮”。”。

为为““中原农谷中原农谷””发展添力发展添力，，新乡县摩拳新乡县摩拳

擦掌擦掌。。

本报讯（记者田明）6月23日，河南

省预制菜技术创新研究院暨预制菜行

业学院揭牌仪式在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举行。

副省长武国定，中国工程院院士、国

家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朱蓓

薇出席仪式并揭牌。武国定还来到预制

菜研究院、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畜

产品质量安全技术研究院、黄淮肉羊育

种中心等地调研，详细了解人才团队建

设、科技成果转化、地方畜禽种质资源

保护等工作，并与科研人员、教师代表座

谈交流。

武国定指出，我省是畜牧业养殖大

省，畜产品加工大省。河南牧业经济学

院发挥“牧工商一体化”优势，在畜禽品

种培育推广、畜牧兽医人才培育、畜牧食

品产业研究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下

一步，要发挥优势，产教融合，加大畜禽

优良品种、关键设施装备、疫病防控、肉

牛奶牛、优质牧草、畜产品精深加工、数

字畜牧科技攻关力度，为我省加快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畜牧大省向畜牧强

省转变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

河南省预制菜技术创新研究院
揭牌成立

丁志超：茶庵产业要加入高铁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