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种业成绩单

●农作物种业上市企业1家

●我省有11家种业企业进入国
家种企阵型行列，其中畜禽种企阵型

企业占全国9.7%，居全国第三位

●全国种植面积前十名的小
麦、玉米、花生品种，我省品种分别

占4个、5个、5个

●全省花生制种面积45万亩，供

种能力达1.4亿公斤，约占全国30%

●小麦制种面积430万亩，供

种能力19亿公斤，占全国38%以

上，除满足本省用种外，有7亿公斤
销往安徽、江苏、湖北等周边省份

●农作物制种面积510万亩，

年供种能力21亿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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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加 跑
第四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发布

新县城乡交通运输建设经验入选

小
刘
何
来
了
﹃
大
专
家
﹄

□本报记者 董豪杰

1月 5日，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塚

儿章村的大棚里，草莓刚开始结果，春

节前，种植户李文4个大棚的草莓就能

上市，“赶春节，卖个好价钱”。

临近中午，怕阳光太强，李文要仔

细查看，适时调节温度。“上面的保温

被，晚上放下来保温，白天收起来透

光。”李文说。40米长的大棚，保温被

的上下调节看起来不容易，但李文有

妙招——他只需要打开手机轻轻点击

一下，就能够做到。

这是经过数字化“改造”的高科技

大棚，棚内安装有摄像头，地下埋着温

度湿度等传感器，配合水肥一体化等

设备，即使是在家里，李文也能随时查

看草莓生长情况，设备还能发送智能

提醒，保证作物健康生长，省心省力。

在塚儿章村，数字化带来的不仅

是生产的更高效，生活上的便捷也让

村民的幸福感日益增强。

村委会大院旁边的数字宝盒广

场，就是塚儿章村数字化新生活的鲜

活体现。在这里，凭借一张卡，村民不

仅能够购买纯净水、洗衣液，还能洗

车、充电，手机扫码还能取快递。

村委会办公室里，一个大屏幕、一台

自助打印机，让村民办事儿再也不用东

跑西问，打开一个办事流程，就可以清晰

地看到所需的各项材料、办理流程，不用

跑区里镇里，家门口把事儿办好。针对

老年人，村委会还有专员协助办理。

远在他乡的村民，也可以通过手

机软件，查看村务。集体资产、支出收

入一目了然，公示内容随时可查。塚

儿章村党支部书记靳平安说：“数字化

带来的村务阳光化，进一步拉近了村

委会和村民的距离，也更方便村民了

解、支持、监督村里的各项工作。”

鹤壁市在全国首创的党政服务平

台，将政务服务延伸到乡村，解决服务

群众“最后一米”的难题，平台的“乡村

办”功能，梳理出高频事项，实现政务

“网上可办”“掌上可办”。截至目前，

平台已开通养老保险、违章查询、高考

直通车等37项政务服务应用和生活缴

费、手机充值、预约挂号等12个便民场

景应用。

近年来，河南省抢抓数字机遇，加

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2021年我省农

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 38.11%，

居全国第14位，农业生产信息化发展

水平达到29.26%，居全国第9位。

数字化技术的推广应用，让乡村

生产生活更高效，同时“数字”本身，也

逐渐成长为新产业，继续推动信息技

术的创新应用。

鹤壁市以创建河南省数字乡村产

业园为目标和抓手，引导大型传感器

制造商、物联网服务运营商、信息服务

商等入驻，与京东数字经济产业园、农

业硅谷产业园等一批数字化产业园和

基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华为垂天5G

边缘计算实验室、华为新农邦数字乡

村实验室相继落户鹤壁，为以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农业智能装备为主的

农业农村数字经济产业注入活力，推

动了农业农村数字产业的创新应用，

为“数字乡村”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装备支撑。

村庄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用

信息化技术赋能乡村，让村民享受新

生活的同时，数字化正成为我省推进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方法路径。

□张鸿飞 王国锋

“河南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张晓伟研究员，已经决

定把十字花科繁种基地放在大峪镇。”1月6日清晨，风

起汝州大峪，霾散，冬日的阳光温暖着干净、静谧的山

川。汝州市副市长、大峪镇党委书记张飞，给河南日报

农村版发来了这条消息。

张晓伟？没错，就是张晓伟！

张晓伟可是个重量级的人物，在我国十字花科蔬

菜小孢子育种界名声显赫，手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原学者、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担任国家

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豫北蔬菜试验站站长、农业农

村部黄淮地区蔬菜科学观测实验站（河南）站长，主持

承担国家“863”计划、国家支撑计划，及省部级重大重

点项目10余项，育成通过国家及省审定大白菜、甘蓝

等品种10多个，主持研究的成果“大白菜游离小孢子

培养技术体系创建及其利用”居国内领先水平，同时获

得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以上6项，发明专利4项。

张飞说，建设十字花科繁种基地，为大峪镇实施

“十四五”乡村振兴种植业“191”产业发展规划奠定了

基础。

大峪镇“191”产业发展规划，其实质就是建设

1000亩十字花科种业基地，发展高山蔬菜9000亩，实

现种植业年新增产值1亿元，全镇年人均新增可支配

收入3200元，仅种植业一项，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20

年（“十三五”末）的19647.7元，增加16.3%。

张晓伟为啥来到了大峪

张晓伟是1月4日下午到达汝州大峪的，一同前来

考察的有他的助手、河南省农科院园艺所叶类蔬菜研

究室副主任魏小春博士。同行的，还有农业农村部可

再生能源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刘圣勇，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体系原首席专家、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王吉庆博士。

王吉庆？他会是一个名如其人——给人带来“吉

利喜庆”的人吗？

没错，他，就是！

张晓伟决定把十字花科繁种基地放在大峪镇，王吉庆是“牵线搭桥”的关键

人物。

王吉庆，大峪镇刘何村人，1983年 20岁那年考入当时的河南农学院，如今

的河南农业大学，师从“河南省蔬菜之父”张绍文教授、“国家蔬菜栽培生理岗位

科学家”孙治强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2022年7月20日至24日，作为国

家科技特派团云南贡山县特色蔬菜产业组组长，王吉庆与同在河南农业大学任

教的李宁教授，远赴云南昆明市东川区、昭通市昭阳区、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等地，开展蔬菜产业、核桃产业科技帮扶工作。

王吉庆是个有故事的人。他在革命老区大别山新县科技扶贫，推广塑料大棚

蔬菜种植技术带富了当地菜农，被人们称为“王财神”。因带领大学生科技服务队，

指导帮助地处嵩山脚下的登封市君召乡大滹沱村人，在干旱、贫瘠的土地上种出

了他们从来不敢想象的番茄，村民们因此把收获的番茄命名为“嵩山吉庆番茄”。

看看，这可是国内头一个以产地和专家名字共同命名的番茄品牌，够传奇吧！

王吉庆被驻村第一书记感动

王吉庆请张晓伟来汝州大峪镇考察，并取得在大峪镇建设十字花科繁种基

地的成果，缘于汝州市民政局派驻刘何村第一书记王益民和驻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的不懈努力。

刘何是个小山村，只有155户人家523人，总面积3平方公里，耕地948亩，

荒山2000多亩，以传统农作物种植为主，另外种植花椒、艾草等经济作物和中

草药，并有一家豆腐坊。在刘何村的地界里，还有实业界人士投资兴办的滑雪

场、越野车赛场。越野车赛场本月初刚举办了首次比赛。

虽说王吉庆离家将近40年，但因91岁的老母亲吴让老太太不离故土，所以王

吉庆也时常回家探望。2021年“7·20”洪涝灾害发生后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

“你跟我去看看，2021年‘7·20’洪灾冲毁了30多户人家门前的路，他们的

家都成了危房。”1月5日上午，王吉庆在刘何村党群综合服务中心大门前，比画

着激动地说。

王益民和工作队是2021年 8月 10日进村的，救灾和恢复重建是当时重中

之重的工作。组织村“两委”干部、工作队员一户一户排查、一户一户修缮，因地

制宜建起1000多米长的护村大堤，又规划建设农村幸福互助院，为谋划发展设

施瓜果蔬菜项目打了一眼540米深井。

（下转第二版）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建设农业强国是党的二十大对新征程上乡村振兴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作出的新部署。今日起，本报推出《农业强国看河南》系列报道，集中展示近年来我省“三农”成就，
鼓舞全省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贡献河南力量。

□本报记者 孙雅琳

寒冬腊月，在全国第一个小麦亩

产千斤县、制种大县温县，30万亩种

子基地里的小麦如绿色地毯覆盖在田

野，与村庄的红瓦白墙相映成趣，为冬

日的大地增添了色彩和生机。

河南不光是农业大省、粮食生产

大省，还是种业大省。

截至2022年，全省农作物制种面

积共有510万亩，年供种能力21亿公

斤。其中，小麦制种面积430万亩，供

种能力 19亿公斤，占全国 38%以上，

除满足本省用种外，有 7亿公斤销往

安徽、江苏、湖北等周边省份。全省花

生制种面积 45万亩，供种能力达 1.4

亿公斤，约占全国30%。小麦、花生供

种能力均居全国前列。

农民耳熟能详的小麦品种，如郑

麦9023、矮抗58、郑麦366、百农207，

以及玉米品种郑单 958，是我国种植

面积较大的农作物品种。2020年曾

统计过全国种植面积前十名的小麦、

玉米、花生品种，我省品种分别占 4

个、5个、5个，占比最高。

此外，济源还建成了亚洲最大的

十字花科蔬菜制种基地，种子远销韩

国、日本。

河南不仅供种能力强，而且优质

种质资源多。

在全国第三次畜禽种质资源普查

中，豫西黑猪遗传资源成为首个新发

现地方猪品种，濮阳莛子麦入选全国

农作物十大优异种质资源，迎河柑橘、

息县香稻丸等 20个种质资源被评为

“河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重要成果”。

正是得益于这些地方优良种质资

源，我省先后克隆出小麦、玉米、水稻

等优质、抗逆、产量高、株型好、抗性强

相关基因 126个，在国际上率先绘制

出小麦近缘种——黑麦基因组精细物

理图谱。育成了500多个国审和省审

小麦新品种，在矮秆大穗、抗病骨干种

质创制和应用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创制了玉米郑58、昌 7-2、周麦、

郑麦、百农和花生远杂、开农等一大批

高产、优质、抗病、抗逆、宜机收的突破

性新种质，引领了全国农作物种质资

源创新方向。

立足于打造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

核心区，我省着力实施种业振兴六大行

动，制定出台了《加快建设现代种业强

省的若干意见》，高质量建设神农种业

实验室，目前已入驻“中原农谷”正式运

营，初步完成了小麦、玉米、花生、芝麻、

畜禽5支核心研发团队的组建，实现了

边建设、边运行、边科研、边出成果。

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建设

也已全面完成，组建了6个创新团队，

围绕生物育种“卡脖子”技术的研发与

转化，面向种业科技前沿，推出了一批

拟实施“揭榜挂帅”的项目。

为提升良种繁育能力，2022年我

省共争取国家级制种大县和区域性良

种繁育基地10个，占全国的1/10，全

省达到16个，争取国家制种大县奖励

资金达1.6亿元，为农作物良种繁育基

地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下转第二版）

打好种业翻身仗 河南有担当

本报讯（记者杨利伟 王旭）1月

11日，第四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

案例名单在北京发布，“新县创新推进

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建设”成功入选，

作为22个典型案例中的代表，新县县

长李晓亮在发布会上作了发言。

李晓亮介绍，近年来，新县将城

乡交通运输一体化作为落实“两个更

好”重大要求的有效举措，着力打造

“多网融合、智慧集约、普惠生态”的

“客货邮同网”发展模式，绘就了一幅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城乡美好生

活图景。

新县推动客运服务一体化，将企

业购置公交车的贷款补贴、镇村公交

运营补贴纳入财政预算，开通了17条

城乡公交线路、24条镇村公交线路、

279个农村站点。

新县推动农村物流一体化，实施

“一园区十站点”建设工程，将物流触

角延伸到乡、通达到村，在城区建成综

合交通运输管理服务平台，吸纳18家

物流快递企业入驻，在乡镇新改建运

输服务站10个，在村组建成标准化物

流服务点165个，初步构建了“县城为

中心、乡镇为节点、行政村为终端”的

城乡客货邮融合网。

新县全力推动客货邮一体化，探

索出快递量大的乡镇由“货运班车”代

运快递，快递量小的乡镇由“公交带

货”代运快递到乡镇运输服务站，镇村

公交统一配送到行政村的运营模式，

快递企业运营成本减少40%，农村物

流成本下降30%以上。

据省农业农村厅社会事业促进处

处长张俊杰介绍，全省乡村建设工作

推进会议召开后，全省聚焦乡村建设

重点任务，培育了一批涵盖农村养老、

饮水安全、道路交通等多个领域的农

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此次向国家相

关部委推荐的新县农村公共服务典型

案例，其创新探索的成功经验为全国

各地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提供了

思路和借鉴。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杨银鹏 陈
琳）1月8日，社旗县饶良镇张庄村九隗柳一组

脱贫户邱国如一大早便哼着小调开始铡草拌

料，四头黄牛跟着他的小调，悠闲地晃着尾巴。

“你看，这是才买的牤牛娃儿，喂个一年

半载就能卖了，净赚个万儿八千没问题。这

得感谢镇村干部呀，帮俺办了贴息贷款，签完

手续钱就到账了，顺路就把这俩牛娃儿拉回

来了……”说起这些，邱国如满脸阳光。这只

是饶良镇以“双联双动”活动为载体，全方位

服务群众工作的一个缩影。

入冬以来，饶良镇适时组织全镇干部和党

员开展“双联双动”活动，切实打通服务群众和

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双联”，即：所有工作的

谋划安排、组织实施、推进落实全流程联结“五

星”支部创建和乡村振兴要求，激发党建活力、

助推产业发展；“双动”，即：成立“流动党员先

锋队”和“流动便民服务站”，下沉一线，纾困解

难。

党员联户“马上办”。各个党员联系分包

群众逐户走访，无问题深化情谊，有问题马上

解决。2022年 12月，在脱贫户及监测户小额

贷款办理工作中，除“信用查询”必须本人现场

比对外，其他流程全部由流动便民服务站上门

办理。共办理166笔，放款 380万元，邱国如

就是其中的一户。

（下转第二版）

社旗县饶良镇

“双联双动”架起干群连心桥

农业强国看河南农业强国看河南

1月10日，在温县北冷乡许北张村，温县圆梦灯笼厂厂长闫虎来（右一）在向顾客介绍红灯笼。这家灯笼厂已有
30多年历史，生产的红灯笼俏销江西、辽宁、吉林等5省。红红的灯笼为新春佳节增添了喜庆的色彩。

杨远高 樊雨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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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振兴篇种业振兴篇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0日电 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

等 11 部门近日印发《农房质量安全

提升工程专项推进方案》，要求到

2025 年，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

得到有效保障，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任务全面完成，存量农房安全

隐患基本消除，农房建设管理法规制

度体系基本建立，农房建设技术标准

体系基本完善，农房建设质量安全水

平显著提升。

方案提出了七个重点任务，包括

继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深入推进农

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农房

建设管理法规制度、建立农村房屋建

设管理长效机制、提高农房建设品质、

加强乡村建设工匠培育和管理、推进

农房建设管理信息化建设。

到2025年全面完成农村
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