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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施工路面被破坏

市民张先生反映，他是蓬莱区紫荆山
街道西关小区的业主，前一阵小区改造施
工，2号楼和4号楼的路面被破坏了，至今
无法通行，希望尽快改造完毕，恢复道路。

锅炉房冒黑烟污染环境

市民王女士反映，莱阳市工人文化宫
西侧一家洗浴中心的锅炉房烟筒冒黑
烟，严重污染环境，周围小区居民平时都
不敢开窗通风，车子放在小区里，每天都
落一层黑灰，希望环保部门能尽快上门
查处。

马路污水管道堵了

市民丁女士反映，莱阳市城厢街道文
化小区、文化路小学南门外面的污水管道
堵了，污水已经流到人行道上，希望相关部
门尽快处理。

家门口有个垃圾堆

招远市齐山镇东肇家沟村村民反映，
近几年村里很多村民把生活垃圾倒在他家
门口东侧的水沟里，垃圾已经堆放六七米
高，距离宅基地不足1米远。

学校门口污水横流

市民谷先生反映，招远市玲珑路嘉联
驾校对面、玲珑技校门口的污水管道一直
向外排放污水，要求相关部门尽快维修。

修路现场无防护措施

市民刘女士反映，莱州市夏邱镇夏邱
东路正在修路，没有防护措施，影响市民通
行，存在安全隐患，要求设置防护措施。

烧烤店夜间扰民

一位市民反映，开发区凤台小区西
门处有一排烧烤店，经常占道经营，每晚
营业到凌晨 1 点，噪音、油烟污染很严
重，周围居民都不敢开窗睡觉，希望相关
部门尽快调查整治。

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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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将开展整治“停车难”攻坚行动
中心城区停车难调查（下）

日前，烟台民意通分别以《市区违停现象多
发，停车难究竟难在哪？》《今年建13处停车场，
增4589个车位》为题，报道了目前市区普遍存
在的“停车难”问题。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我市中心城区商圈、学校、居民区
密集，由5个直属交警大队分别管辖城市主干
道等的交通安全及道路畅通问题，涉及到规范
停车和停车难方面的问题，他们根据不同区域
特点有针对性地拿出了治理办法。

商圈区域 高频巡查

治理停车难，交警的重点工作之一是查处
违法停车行为，引导和培养市民依法依规停车
的理念。“【山东交警】您的小型汽车鲁F****于
2022年6月20日16时55分在南洪街未按规定
停放，违法行为已被记录。请立即驶离，未驶离
的，将依法拖移，谢谢配合!”6月20日，市民小徐
到南洪街购物，把车停在路边不到5分钟，就收
到了交警的提醒短信。小徐赶紧返回，将车开
走。因为驶离得比较及时，小徐没有收到罚单。

针对商圈违停问题，交警对商圈周边路段
实行高频巡查管控。重点路段、路口实行不间
断巡查清理，增加路面和视频巡逻管控频次，对
违法停车进行及时劝离，严查严纠。对违停频
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区域、路段进行全面摸
查和走访，一地一策，因地制宜，对违法停车进
行大力整治。交警一大队将芝罘区的南洪街、
西关南街、锦华街等列为严管路段，发现违停车
辆立即查纠，严格依法处理；对三马路、四马路、
南山路等路段，采取长期管控、不间断巡查整
治，督促驾驶员养成依规停车的习惯。

在莱山区大学商圈，交警四大队分控中心
安排专人对路面进行视频巡查，发现“违停”车
辆，第一时间通报辖区中队前往进行处理。对
在已公告的“违停严管路段”违法停车的车辆，
依法开具“违停处罚单”。同时，为体现以人为
本、柔性执法的工作理念，针对非严管路段违停
车辆通过短信告知车主及时驶离，既保证了执
法力度，也体现了执法温度。5月份，共发送违
停提醒短信17524条，查处违法停车728起。

特殊点位 特殊治理

上学、放学时段，大量接送学生车辆涌入学
校周边路段，加上部分家长停车不规范，停留时
间过长，与上下班车流叠加，容易造成周边道路
通行缓慢，甚至拥堵。为了让家长能停下车，停
对车，交警下足了功夫。

市交警支队第一大队以外国语实验学校为
试点，制定了三项举措整治学校门前拥堵，有效
改善了学校周边交通秩序。其一，充分发挥

“警、志、校、家”联合护学优势，打造“工”字形护
学通道。车辆到达门前两侧路段，学生右侧下
车，由护导人员接力护送过马路、进校门，让家长
即停即走。其二，推行持卡接送，避免车辆聚
集。交警与学校协同发力，以年级为单位，设置
不同颜色的接送卡，根据放学时间，规定不同颜
色停车卡的停放时间，家长必须持卡接送孩子，
无卡车辆严禁占路停车。其三，限时限区停放，
家长错时到校。已报备的接送学生车辆，可持
临时停车卡在规定的时段内停车30分钟，对于
不在规定时间、不在规定区域停放车辆的由现
场警力进行处置，并同步通报给校方。

烟台交警部门还在学校周边停车资源紧缺
的情况下，深入调研挖潜，多方联系周边停车

场，合理调节停车资源，在高峰时段用于接送学
生车辆停放。环山路芝罘中学门前路段已施划
限时停车泊位86个，仍无法满足接送学生车辆
停放，为此，市交警支队第一大队积极沟通附近
源空间书城，将源空间书城停车场闲置车位用
于接送学生车辆停放。

合理挖潜 扩容车位

在烟台中心城区，车辆增长迅猛，车辆与停
车位比例严重失衡，开车不易停车也难已经是
有车一族的共同感受。以芝罘区为例，机动车
和驾驶人数量分别比五年前增长41%、34%，
比十年前增长106.6%、106.1%，平均每3人拥
有一辆汽车。按照畅通工程一等管理水平每百
辆车配建20个停车泊位的要求，芝罘区至少还
需新建1.5万个泊位。由此导致乱停车问题严
重，特别是学校、幼儿园、医院、商场、老居民区
周边停车难问题更加突出。

在缓解城镇老旧小区居民“停车难”方面，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进行统一部署，各个大队对具备
夜间限时停放条件的道路深入发掘停车资源潜
力。截至目前，已在通世南路、上夼西路、福宏街、
凤凰台三街等8条道路设置长约4200米的限时
停车区域，共计约700个小型车辆停车位。

考虑到老旧小区停车位有限、夜间停车需
求大的特点，市交警支队将限时停车时间限定
在18:30到次日7:30。在奇山南街，由于道路

条件有限，白天道路通行尚能满足通车需求，但
是到了晚上停车位明显出现不足。经过充分调
研后，市交警支队在奇山南街道路南北两侧分
别设置了限时停车标志。根据实际效果，市交
警支队将在一些有条件的道路继续推广临时停
车位设置。

老旧小区机动车数量多和停车位不足的矛
盾日益突出，如何变“堵”为“通”、缓堵保畅，成
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

以芝罘区凤凰台街道东台社区为例。凤凰
台小区有2000多住户，千余辆机动车，由于小
区建设较早，周边没有配套的停车场，加之道路
狭窄，在改造之前，停车秩序混乱，导致会车困
难，易引发区域性拥堵。烟台交警二大队联系
社区对原有210余个监控设备进行修复，对逆行
车辆进行抓拍曝光，同时，在社区里增设了500
余个停车位，现在社区是路畅居民心更顺了。

破解停车难、车位划分等问题，需要加强部
门协作。市交警四大队积极与辖区政府加强请
示报告、工作协调，并与区创城办、住建局、城管
局、各街道办等对接沟通，形成政府主导、交警参
与、相关部门联动协作的违法停车治理机制。

齐抓共管 长治解难

交警部门10月底前能否完成“停车难”治
理攻坚行动？交警支队表示，除了在停车场规
划、建设方面下功夫外，会加强对市民停车行为
的管理，引导市民有序停车，依法加强违停管
理，全力完成市委、市政府安排的任务。

目前交警支队以科技赋能为依托，加大科
技投入，在市区学校、居民区等地安装违停抓拍
设备100多处，实现对违停车辆自动识别，实时
采集抓拍，即时上传，并借助智慧交通建设在商
圈、医院、学校等地设计违停抓拍100多处。

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加大路面查纠力度，对
黄色网格线内违法停车的行为，督促驾驶员立
即驶离，不服从指挥者，采取现场执法与监控抓
拍的方式进行取证和处罚。

推动停车位共享。交管部门还计划与街道
办、商场等企事业单位协调，深
度挖掘周边停车资源，采取开
辟夜间限时停车场、共享周边
车位等方法，从根源上解决停
车位供需矛盾。

YMG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
通讯员 烟交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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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还没种，企业就抢单”，市农科院选育的“烟农999”优质高产小麦品种——

打破“优质不高产”魔咒

扫码阅读大小
新闻相关报道

层层麦浪，粒粒金黄。
22日下午，在市农科院小麦选种圃，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市农科院二级研究员王江春博士
看着即将收割的“烟农999”，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历经十余年的精心选育，2011年，“烟农
999”成功通过山东省审定，2016年通过了国家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烟农999”的出现，打破
了小麦“优质不高产，高产不优质”的“魔咒”，实
现了既好吃又高产的育种目标。

2014年，“烟农999”成为我国第一个经农
业农村部组织专家实打亩产超过800公斤的品
种，打破了保持5年的789.9公斤的全国冬小麦
高产纪录，连续创山东、山西、安徽三省和全国高
产纪录。如今，“烟农999”已成为全国十大推广
品种之一，年推广面积达到500万亩。

品质优

“农民还没种，企业就抢单”

品质优，是“烟农999”最突出的特性。

王江春的一个小故事，将这种优质性体现得
淋漓尽致：2019年，在安徽省阜阳市，秋种尚未
开始，第二年的“烟农999”就已经被有实力的大
型制粉企业“抢单”。

为什么农民还没种，企业就“抢单”？
一位制粉企业负责人说，作为一种中强筋小

麦，“烟农999”的广适性好，品质稳定，所以深受
制粉企业认可。

“从一开始，我就将优质性放在第一位，突出
‘好吃’。”王江春说，上世纪90年代，当其他育种
人员将育种目标定位在高产上时，他就已经意识
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饮食结构即
将发生转变，未来人们对面粉高端化、细分化需
求将越来越多样，优质专用面粉的需求也会日益
加大，市场前景广阔。

2012～2015年度国家冬小麦区域试验统一
取样经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测试，
湿面筋达到32.7%，籽粒蛋白达到15.63%，稳定
时间8.8min-17min，连续几年全国区试混样化
验和全国大田抽样检测，该品种均达到优质强筋
标准。

“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面筋指数高，吃
起来筋道、有嚼头，不管是做面条、蒸馒头，还是
包水饺都很好吃。”王江春说。

正因为“烟农999”优异的品质，粮食加工企业
高度关注该品种。经益海嘉里集团的济宁、德州、
徐州、广州四家面粉加工厂和河南中鹤集团、中粮

（新乡）有限公司的多年粮食检测，达到优质强筋标
准，已作为强筋和高白粉的配粉使用。

产量高

在鲁皖晋三省七创小麦高产纪录

搓开手中的麦穗，王江春说出几句专业术
语：“层齐、穗多、穗大，粒多、粒大、粒白。”

既优质又高产，是“烟农999”的一大亮点。
在小麦产量“三要素”中，烟农999亩穗数45万-
50万，穗粒数40余粒，千粒重50克左右。

实际上，在小麦育种中，存在着“优质不高
产，高产不优质”的魔咒。那么，“烟农999”是如
何打破这个魔咒的？

“源于几个特点，一是‘源足’，株高在80厘
米左右，茎秆粗壮，叶片宽厚，叶片上冲，生物产
量高；二是‘库大’，千粒重比较高，一般年份千粒
重可达50克；三是分蘖成穗率高，避免了无效分
蘖对土壤养分的消耗；四是落黄性好，活秆成熟，
后期光合能力强，不会早衰；五是根系活性好，对
土壤的旱涝要求相对不高，在水旱条件下均有较
好表现。”王江春说。

2014年6月18日，农业部组织专家对招远
市承担的“农业部小麦高产创建万亩示范区项
目”十亩高产攻关田进行了现场实打验收。“烟农

999”亩产达到817.0公斤，刷新了山东省小麦单
产最高纪录，也创下了农业部专家实打验收全国
冬小麦单产最高纪录。由此，“烟农999”成为全
国首个亩产突破800公斤的小麦品种。

此后，“烟农999”在各地多点开花，不断打破
高产纪录，先后创山东（2014年）、山西（2019年、
2020年）、安徽（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
年）三省高产纪录，最高亩产达到882.89公斤。

不仅如此，“烟农999”苗势壮、茎秆粗壮、抗
倒伏能力强。“2018年6月，安徽宿州连下三天
大雨，就在大家提心吊胆的时候，没想到‘烟农
999’一点儿没有倒伏，品质也没受到影响，给力
表现征服了当地种植户，也提振了大家种植‘烟
农999’的信心。”王江春说。

艰辛育种

“十年磨一剑”育出良种

确定育种方向后，从选定亲本开始组合杂
交、后代分离、筛选、小区鉴定、区域试验、生产试
验，到最后的品种审定，小麦育种犹如“十年磨
剑”，有的人甚至终其一生都难以育出一个品种。

王江春说，传统育种的过程就是尝试的过
程，按照育种目标，一年要做好几百个组合。育
种家一步一步做，一点一点沉淀，在选择、淘汰、

改良的不断循环中不断筛选。如果其中哪个步
骤达不到预期，几年的心血就白费了。

培育“烟农999”的过程就是实证。
当初，王江春试图用市农科院前辈选育的高

产品种“鲁麦14”和优质品种“烟麦15”进行杂
交，选育一个既优质又高产的新品种。确定选育
目标后，王江春开始进行杂交组合。但5年后，
两者的杂交结果并不理想。这也意味着，他这五
年的心血付诸东流了。

后期，他转变思路，通过航天育种的方式，以
“鲁麦14”为亲本，培育出航选2和航选3两个变
异株，进行多次复合杂交后，终于得出优良品系

“99102”。
经过预备试验、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后，

“99102”终于在2011年通过山东省审定，2016年
通过国家审定，这是烟台农科院第一个通过国家黄
淮南片审定的小麦品种，实现了烟台小麦育种史上
的重大突破。2018年，又通过了山西省认定。十年
磨剑，终成正果，这才有了市场上鼎鼎有名的“烟农
999”。

作为一名农业科技人员，王
江春的理想很朴素：“我的愿望很
简单，就是能像老一辈专家一样，
让老百姓多打粮，多吃优质粮。”

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