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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科研成果□刘浩

“叶片又大又薄，叶柄细
长，一看就是氮肥施多了。绑
蔓技术也不过关，龙头都低下
了，这肯定会影响产量。”庞琢
走路带风，脚上穿着一双轻便
的布鞋，穿行于一人高的黄瓜
架下。他从裤兜里掏出手帕，
迅速擦掉额头、脖子上的汗
水，托起一片叶子急得连声
说：“你看看，你看看，白粉病、
霜霉病发生了吧，通风不及
时！黄瓜顶端发黄，说明土壤
缺铁啦……”

其实，庞琢这段时间的主
要任务是“耕地监测”，被农民
拉到温室大棚看黄瓜、看西红
柿、看草莓纯属小插曲。呼和
浩特市周边的农民、种植大户
大都认识他、信赖他。大家觉
得，他的一句话常常能让果蔬
增产增收或免受虫害。

现任呼和浩特市土壤肥
料站站长的庞琢虽然调离蔬
菜科研岗位已经15年了，可无
论走到哪里，就是没人拉拽，
一看见瓜果蔬菜大棚，他也忍
不住想进去瞧一瞧。他说，不
想把自己的经验和技术烂到
肚子里。

说起来，和庞琢感情最深
的 就 是 黄 瓜 了 。 那 是 1986
年，刚从内蒙古农牧学院（现
内蒙古农业大学）农学系蔬
菜专业毕业的他，在老师赵
青岩教授的指导下，引进天
津市一位知名院士培育的黄
瓜品种，并亲手指导呼和浩
特市郊区前不塔气村村民乔
柱柱种黄瓜，结果一下子创
下 3.6 万斤/亩的高产记录！
一时间，国内轰动，全国大棚
黄瓜高产栽培经验交流大会
选址前不塔气村，乔柱柱作
为农村致富带头人发了言，

成 为 全 国 农 民 学 习 的 好 榜
样。之后，该优质系列品种
和田间种植管理技术被迅速
推 广 到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各 盟
市 ，保 障 了 地 方 蔬 菜 供 应 。
该项目也获得了内蒙古科技
星火二等奖。那年，庞琢只
是呼和浩特市郊区蔬菜科技
推广站的一名普通员工。

“我对西红柿也是有感情
的。”庞琢笑着说。2003年，先
后任测报站站长、蔬菜良种场
场长、蔬菜局副局长、蔬菜科学
研究所所长的庞琢，被调到非
专业的市农业区划办公室。谁
知，已经深深爱上了蔬菜研究
的庞琢利用业余时间，硬是琢
磨出一个“天骄806”！

“天骄 806”是一个高抗逆
性番茄品种，形圆、皮薄、口感
好，当作水果生吃、做俄罗斯红
汤、做番茄牛肉等均为上好选
择。2009年，该品种参加全国
鲜食番茄品种区域试验评选，
被农业部全国农技中心评定为

“保护地鲜食品种第一名”。就
这样，茄子、辣椒、茴香、马铃薯
……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庞琢
收获了一项项科研成果、一个
个荣誉和大奖。

“种子是土壤的精灵，粮食
作物则是大地母亲给予人类的
馈赠。所以，做土壤肥料研究
和做蔬菜研究并不冲突，也不
算改行。无论是测土、测肥还
是育种，都是从源头上确保餐
桌安全。”庞琢认为，老话“3天
学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会一
个庄户人”，实际是指农民不能
很好地把握土壤、种子和肥料
之间的关系和度。2009 年 3
月，庞琢被调到呼和浩特市土
壤肥料站任站长。

“耕地监测”是国家保护
耕地、测算在非常时期能否确
保 粮 食 自 给 自 足 的 战 略 方

针。国家农业部、内蒙古自治
区农牧业厅、呼和浩特市农牧
业局正在执行这项任务。庞

琢是土壤肥料站站长，当然责

无旁贷。2018年，他计划在呼

和浩特市周边旗县区建立标

准化土壤监测点 120 个，每一

个监测点占地 5 亩，划分 5 个

小区，即常年无肥区、当年无

肥区、常规施肥区、秸秆还田+

常规施肥区、增施有机肥+常

规施肥区。

土默特左旗兵州亥乡兵州

亥村是庞琢最后建立的一批监

测点。在那里，笔者采访了几

位农民。大家一致反映，现在

的农民比过去好当了，种地一

律机械化，更重要的是不用担

心选不好种、施不对肥。因为，

庞琢这些农技人员早已给他们

做出了科学细致的分析。点开

县域耕地专家咨询系统，哪个

村、哪块地、经纬多少度范围内

的土壤类别、含有养分、需要补

充肥料成分、适合种植作物、应

该注意事项等等一目了然。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

庞琢，与土地打了30多年的交

道，获得了很多荣誉和奖项。

他想告诫年轻人：“吃不了苦，

千万不要搞农业；不热爱农业，

肯定出不了成果。”

“现在的大学生，自愿走近

三农三牧，用知识改变农村的

还不是很多，而且，有些人也吃

不下这种风里来泥里去的苦。”

早已将青春和梦想系于田间地

头的庞琢告诉笔者，他目前最

担忧的是农牧业科研人才断

档、农牧业科研经费短缺，以及

农牧业产品生产者安全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和国家品牌意识

淡薄等问题。

“下一步，我想重点研究

保护地蔬菜水肥一体化指标

体系，从源头上控制化肥的施

用量，用科学技术引导广大农

民生产有机瓜果蔬菜。”采访

结束时，庞琢告诉笔者，退休

后还准备干回老本行，继续研

究蔬菜品种，为菜篮子工程发

挥余热。

庞琢指导农民进行科学种植。

将青春和梦想系于田间地头
——记内蒙古自治区杰出人才奖获得者庞琢

庞琢

庞琢，汉族，1964 年出生，中共党员，二级研究员，硕

士研究生学历，1985 年参加工作，曾任技术员、测报站站

长、蔬菜良种场场长、蔬菜局副局长、蔬菜科学研究所所

长，现任呼和浩特市土壤肥料工作站站长；2010年开始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同年被中国科协命名为“全国优秀科

技工作者”，2012年入选自治区“32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

人选，2013年入选“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人选，2017年获

自治区杰出人才奖。

★“天骄806”获2015年内蒙
古科技进步三等奖。

★作为第二完成人参加“杂
交番茄系列新品种的选育及推
广”项目，先后获全国农牧渔业
丰收二等奖和内蒙古科技进步
一等奖。

★主研的地方重点项目“优
质高产青椒新杂交种选育及区
域产业化综合配套技术开发”获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主持的“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研究”“基于 3S 技术的呼和浩
特市耕地地力评价与施肥决策
体系应用与研究”填补了自治区
和呼和浩特市的空白，项目先后
获得内蒙古科技进步三等奖、内
蒙古农牧业丰收一等奖等。

★主持选育的 5 个高产杂
交茄子品种被推广到 11 个省
区，获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三
等奖。

★参加的马铃薯脱毒种薯
及配套高产栽培技术研究，获全
国农牧渔业丰收三等奖。

★主研的“生理生态因子对
茴香精油总量及其比例影响”，
育成的“油茴1号”填补了国内没
有高油茴香品种的空白，并参与
编著了 158 万字的首部《中国芳
香植物》专著。

★为了推动自治区的“菜篮
子工程”，集中精力研究温室蔬
菜栽培技术，还研发出双层覆
盖、内挂二层幕及反光幕的主导
温室建筑设计，从此，结束了呼
和浩特市冬季蔬菜本地生产的
空白。

★参加自治区科委下达的
《黄瓜抗病引种和高产栽培技术
与应用》研究项目，打造出一位

“黄瓜大王”，还将前不塔气村推
上了全国黄瓜高产栽种的标杆
地位。

庞琢在耕地监测点分析墒情。

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国网
库伦旗供电公司深入推进法治企业
建设常态化工作，严格贯彻落实上级
公司依法治企规范管理的决策部署，
以严字筑底，从实处发力，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从制度、思想、管控、整改
等方面入手，不断营造良好的依法治
企的环境氛围，保障公司健康、可持
续发展。

一是与企业经营管理相融合，全
面推进“三全五依”法治企业建设。
积极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深入开展

“三全五依”法治企业建设。实施依
法决策，落实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制
度等相关要求，明确重大事项决策前
必须经过法律论证。

二是与企业文化建设相融合，全
面提升干部员工法治意识。将法治
宣传教育与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深度
融合，结合企业经营工作实际与员工
思想动向，确定法制宣传重点，不定
期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培训，推进

广大干部员工学法用法守法。广泛
开展法律法规进社区活动。组织开
展电力法规咨询上门服务活动，重点
围绕生产、营销专业一线员工在工作
中经常遇到的电力设施保护、供电合
同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答疑
解惑。

三是与对外普法宣传相结合，全
面履行央企社会责任。加强普法及
法律队伍建设，强化业务培训，不断
提升法治宣传人员综合素质。广泛
开展主题宣传，结合公司工作实际，
组织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安全用电、
节约用电、打击窃电等主题宣传活
动，积极宣传电力相关法律法规，充
分运用微信等新兴媒体手段积极组
织宣传，提高电力法规的社会知晓
度，为电力法规的实施和发挥奠定了
坚实基础。

四是强化风险防范，发挥法治工
作实效。紧密结合公司安全生产实
际，在加强教育宣传活动的同时，将

触角延伸到农村，针对农村存在用户
在电力设施下施工、建屋、栽树，线路
保护区内垂钓等情况，进行全方位的
巡视检查，下发整改通知单，同时报
送到电力设施保护领导小组，依法严
厉打击偷盗电力器材、破坏电力设
施，危害电力运行安全的违法犯罪行
为，以法治手段，从严务实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不断提高防范盗窃破坏电
力设施违法犯罪活动的能力，营造良
好的安全用电环境。

五是扎实开展内部排查工作。
深刻剖析，追根溯源，举一反三，查找
纠正同类问题，防止类似性、重复性
问题再次发生，对查摆出来的问题要
挂牌督办、对账销号、立行立改、即知
即改，严肃考核，真正解决公司在党
风廉政建设、作风建设、经营管理等
方面存在的各类问题，使“两个责任”
全面落实，制度执行严格到位，惩防
体系趋于完善，工作机制更加规范。

（国网库伦旗供电公司）

国网库伦旗供电公司：经营与普法相伴发展与法治同行
如果说女同志既要做好工作，又

要照顾好家庭，那就像鱼和熊掌一样
不可兼得一样。在奈曼旗供电公司
兴隆供电所就有这样一位女同志，高
挑的身材，沉稳坚毅的性格，在她的
时间表里，没有休息的行程。在她的
不懈努力下，该所营销指标在通辽供
电公司所属119个供电所同业对标
中始终靠前。她就是兴隆供电所营
销班长于晓红。

经营指标好管家 现场解难好
帮手

大家知道，现在供电所的营销员
工作繁杂，责任重大，承担着营业普
查、用电检查、线损指标和采集上线
指标管理以及全能型供电所创建资
料整理等工作。其中，线损指标和采
集上线指标是营销管理中的两个重
要指标，直接关系到企业经济利益和
表计采集成功率高低。她不仅每天
忙于这些工作，在系统里关注着这两
个指标的变化，而且还时刻提示着台

区经理们要关注现场中每个台区线
损的变化、每块表计的采集成功与
否，同时还要经常和男同志们一起去
现场处理疑难杂症。

发挥女性优势 耐心化解矛盾
作为女同志，她不仅工作上扎扎

实实、勇于拼搏，做起客户工作来，也
充分发挥了女性特有的细腻，成功地
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矛盾。2017年 7
月的一天上午，她正在办公室忙着整
理资料，听到营业厅里人声嘈杂，她
马上来到营业厅，经询问得知，某村
一李姓客户一家四口人到营业厅，也
不说别的理由，就说他们家电费多，
非得要所里给退电费。她马上把四
个人请到她的办公室，为他们倒杯
水，耐心对他们说，你们看这样好不
好，一是我们马上派人到你家查看电
表和你家的线路以及家用电器，二是
你们要是怀疑电表计量不准的话，请
你们跟人到我们公司计量班校表，如
果是表计问题，我们会如数退还电

费，并为你们更换电表。
但不管她怎么解释，李姓客户就

是不听，就是说电费多，给退电费。看
到这种情况，她提出建议说，我现在就
带电工去你们家，帮你们里里外外好
好查一查，看看问题出在哪，客户同意
了这一方案。经过从表计到室内仔细
检查，未发现问题，后来在客户家浴室
发现其新安装的电热水器始终在通电
状态，她就耐心地为他们讲解了家用
电器省电常识，当问题解决后，客户不
好意思地说：“刚才我们那样闹，你们
不但不生气还耐心地帮助我们，太不
好意思了，谢谢你们。”

“只有不对的服务，没有不对的
客户，不管客户态度如何，我们都要
耐心地对待客户，直到让他们满意。”
她经常对营业班的姐妹们说。正是
凭借着这样的精神，于晓红带领营业
班的姐妹们，提升自身素质，提高服
务水平，多年来未发生一起客户投诉
举报事件。 （江占国）

奈曼旗供电公司：立足岗位 展巾帼风采

本报乌兰察布 6月 14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6月 13日，记者从乌兰
察布市气象局了解到，今年入春以
来，乌兰察布市至今基本无有效降
水，气温比历年同期偏高，大风天气
偏多，农区土壤失墒严重，四子王旗
北部牧场牧草仍未返青，各类农作物
不能正常生长。

该市气象局分析，截至 6 月 10

日，该市农区墒情较上一旬下降明显，
墒情较差。一、二类墒约占农区面积
的 24%，较上一期减少 34%，主要分
布于察右前旗、集宁区、丰镇市及化德
县部分地区，其余地区全部为三类墒，
约占农区面积的 76%。由于气温高风
大，土壤水分蒸发快，致使全市土壤墒
情持续下降，三类墒面积逐渐向前山扩
展，干旱范围迅速扩大。目前，该市南

部旱情较轻，西北和东北部旱情继续发
展，特别是北部干旱范围和严重程度将
进一步扩大加重。干旱导致四子王旗
北部牧场牧草还未返青，其他地区返青
的牧草长势偏差，覆盖度、高度不及常
年。

建议各地加强大田作物管理，采取
对应抗旱措施，同时抓住有利天气积极
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乌兰察布市：农区土壤失墒严重 北部草原仍未返青

□本报记者 苏海峰

“农灌节气，不为浇地用电发愁。”日
前，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道劳窑子村高玉
喜指着绿油油的田地说，“我家的地有三眼
机井同时浇灌。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

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是自治区产粮
大旗。近年来，该旗的白泥井镇及周边

地区以现代农牧业发展为目标，建设了大
面积节水型喷灌项目，农牧业生产用电负
荷增速加快。据了解，多年来该地区为单
回路长距离10千伏线供电，电能质量偏
低，严重影响农牧民生产用电。为此，鄂
尔多斯电业连续多年投入大量资金，增加
10千伏线路建设，以满足区域电力负荷
增长的需求，提高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供
电能力。今年，达拉特供电的农网工程自

3月开工，至今已完成了 10千伏线路
163.74公里，配变201台，创下该地区是
历年农网工程最高效的一年。

鄂尔多斯市的乡村实施农网工程
以来，电压低的问题解决了。站在排列
整齐的电杆、焕然一新的导线下，高玉
喜说：“今年，他家种了80多亩玉米，20
亩小麦，年纯收入要上10万元。这样
的日子过得挺美的。”

鄂尔多斯农电网改造铺就农户致富路

6 月 14 日，呼和
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
街道办事处昭君新村
社区工作人员正在给
环卫工人剥粽子。端
午节日益临近，呼和
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
街道办事处昭君新村
社区与爱心企业举办
了“粽叶飘香迎端午
礼赞城市美容师”活
动，向 20 名环卫工人
以及社区内留守老人
送上了粽子、鸡蛋以
及消暑用品，送去缕
缕清凉。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实习生 刘志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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