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市唐河县

本报讯 6月1日，在民权县花园乡赵
楼村高标准农田小麦基地，收割机在滚滚
麦浪中往来穿梭，一派繁忙的景象，由此
也正式拉开了商丘市“三夏”麦收大战序
幕。从6月1日开始，商丘小麦收获至6月
10日大头落地。

“今年麦子不孬，又是一个丰收年，风
调雨顺，加上科学管理，一亩地能收一千
多斤，迎来了开门红。”民权县种植大户梁
玉立捧起一把麦子，满脸的喜悦。

梁玉立告诉记者，去年他流转了
1500亩土地，全部种植郑麦1860品种的
小麦，没想到第一年大规模种植就喜获丰
收，实现了“开门红”。

看着一车车金黄的麦子归入粮仓，不
光梁玉立高兴，商丘市农业农村局首席专
家、研究员王新华更是喜不自禁。

“不错，和我们前期测产的结果吻
合。”王新华告诉记者，“麦收三件宝：穗
多、穗大、籽粒饱。从目前收割后的麦子来
看，今年小麦的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都
比去年略增，全市小麦增产的潜力很大，
亩产定会突破一千斤，今年又是个高产
年。”

据悉，商丘市是农业大市，今年商丘

市小麦种植面积936万亩，占全省的1/9，
预计平均单产为1016.8斤/亩，预计总产
为95.17亿斤。其中优质专用小麦发展到
200万亩，较上年增加10万亩。如果没有
连续阴雨等灾害性天气影响，预计6月10
日左右收获完毕。

“三夏”期间天气变化多端，抢时抢收
抢种是主要任务。商丘市科学组织机收会
战，积极配合农机部门做好农机调度，投
入40万台（套）农机参加作业，最大限度
发挥农机收获效能，加快收获进度，确保
颗粒归仓。

此外，商丘市农机部门已经制定完
善“三夏”生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确
保在紧急情况下小麦能及时收获、颗粒
归仓。

截至6月2日16时，商丘市已累计收
获小麦12.03 万亩，占全市种植面积的
1.29%，日投入联合收割机0.18万台。其
中，永城市0.8万亩（0.44%）、夏邑县0.06
万亩（0.05%）、虞城县0.46万亩（0.38%）、
梁园区1.82万亩（3.84%）、睢阳区0.13万
亩（0.15%）、柘城县0.16万亩（0.16%）、宁
陵县 3.4 万亩（4.53%）、睢县 0.15 万亩
（0.17%）、民权县5.05万亩（5%）。

亩产破千斤 900多万亩小麦开镰收割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朱雷通 文图

本报讯 当下，驻马店市的1165
万亩小麦自南向北、由西往东相继成
熟，大规模的机收作业已相继拉开帷
幕。

6月1日，记者驱车来到该市南部
的确山县任店镇，见部分成熟的麦田
已开始收割。布谷鸟在村头枝杈间不
停地鸣唱着“割麦垛垛”，田野里一抹

纯正的金黄，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来回
穿梭，秸秆打捆机紧随其后，将收割机

“吐出”的秸秆捆成方方正正的秸秆
块，紧跟在后面的播种机将玉米种子
有序地撒在地里。“今年的小麦长势喜
人，颗粒饱满，又是一个丰收年。”村民
乐滋滋地说。

驻马店市的西部山区，已进入集
中收获期。6月2日，记者在该市西部
山区的泌阳县马谷田镇、驿城区老河
乡等乡镇走访发现，许多村庄的麦田
已机收近半或过半，夏种同时跟进，田
野里到处是一派机收、机种同时进行
的忙碌景象。

“俺承包的这150多亩小麦，马上
就要成熟了，农机合作社已经联系俺
啦；到时候，几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时
进田作业，不要俩小时就可以收割完
毕。”该市西平县焦庄乡白庄村小麦种
植大户王献增告诉记者，他的麦田全
部机收，如今麦收是一件“轻松”的事。

“今年‘三夏’大会战，要保障全市
1165万亩小麦颗粒归仓，需要3万台
收割机进行麦田作业。”该市农机技术
中心主任鲍秋仁介绍。今年“三夏”，
根据农机数量、收获进度，及时发布信
息，引导农机合理流动；随着全市小麦
的逐渐成熟，出征在外的合作社机手
已陆续返回投入作业。他们通过全市
农机合作社订单作业、承包作业、一条
龙作业等农机服务，将成为小麦机收
会战的主力军。

3万台收割机大会战 1165万亩小麦正陆续归仓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钊 文图

本报讯 6月1日下午，顶端
新闻·大河报记者在南阳市唐河
县大河屯乡的麦田里看到，大型
收割机正在热火朝天地工作。据
了解，今年该县10万亩有机小
麦可增加效益2000万元。

在唐河县大河屯乡麦田收
割现场，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王志刚告诉记者，今年唐河县
小麦播种面积214.2万亩，由于
播种基础好，各项管理措施落实
到位，麦田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预计平均单产475.1公斤，总产
101.8万吨，与上年面积213.7万
亩、单产461.4公斤，总产98.6万
吨相比，面、单、总分别增0.5万
亩、13.7公斤、3.2万吨。

收割机正在作业的麦田属
于有机小麦生产基地，据了解，
近年来，唐河县始终围绕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以发展有机小麦订
单生产为切入点，依托省政府与
茅台集团合作框架协议和小麦

基地建设计划，已在张店、大河
屯、毕店、龙潭等乡镇建设有机
小麦生产基地20万亩。其中茅
台公司优质酿酒专用小麦生产
基地10万亩，年订单5万吨，重
点推广以郑麦113、泛麦8号为
主的优质酿酒专用小麦生产。订
单收购单价高于市场价0.4元/
公斤，农户亩收益增加200元左
右，全县10万亩生产基地可增
加效益2000万元。

王志刚告诉记者，目前已组
织全县各类农业机械10万余台
投入“三夏”生产，其中大型小麦
联合收割机1700余台、小麦捡
拾打捆机900余台、粮食烘干机
120余台（套）。

据介绍，唐河县粮食作物播
种面积保持在340万亩以上，总
产突破135万吨。总产位居全国
50强、全省第2位、南阳市第1
位，连续11年被评为“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县”。

有机小麦受欢迎
一年增收2000万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春 通讯员 左力

本报讯 6月2日13时，火辣辣的太
阳高悬在头顶。在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
农业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金灿灿的连片
麦田中，收割机正来回奔忙，收割、脱粒、
装车等程序一气呵成。

“农民以前有句俗语，叫‘麦不入仓就
是一把草’，只有把小麦收到仓里边了，这
才算丰收成果保住了。”建安区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保明站在地头儿，看
着眼前的收获场景，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不容易啊！小麦想要丰收，一共要
‘闯’过8个关口。”李保明说，病虫害、倒
伏、干热风、降雨都是影响小麦收成的一

道道关口，比如眼看要收割了，突然下雨，
这时候小麦一旦发芽，就会影响收成和品
质。“目前建安区的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
一周之内是收获的最佳时机。”

据许昌市农业农村局统计，今夏许昌
麦收总面积352万亩，小麦生产形势是近
年来较好的一年，夏粮将再获丰收。许昌
西部山岗区域的小麦于5月26日率先开
镰收割，截至6月2日17时，全市已收获
小麦80.14万亩，占应收面积的22.77%。
全市现有联合收割机6676台，协议引进
外地机械1450台，预计6月5日进入麦收
高潮，6月10日麦收工作基本结束。

颗粒饱满丰收在望
352万亩小麦已收割两成多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杜文育 李思远 文图

本报讯 对于农业大市周口来说，
今年的麦收，较往年相比迟了一点点。

6月2日，记者在周口市的西华、
商水等地采访获悉，麦收大幕刚刚开
始，大面积收割尚未开始。但各地党
委政府未雨绸缪，严阵以待做好秸秆
禁烧工作，确保丰收的粮食颗粒归
仓。同时，一些参加村集体合作社的
村民，面对已成定局的丰收麦田，喜上
眉梢地“坐等”分红。

据介绍，2021年，周口市夏粮种
植面积1106.4万亩（含鹿邑），较2020
年增加0.2万亩。其中，优质专用小麦
种植面积 229.6 万亩，较上年增加
40.1 万亩；订单种植面积占 85%以
上，位居河南省第一位。

眼下又到麦收时，6月2日，顶端
新闻·大河报记者在周口市西华县奉
母镇、商水县黄寨镇等地采访看到，小
面积早熟的麦子已经开始人工收割，
但大规模的麦收还尚未开始。同往年
一样，今年麦收期间的防火工作仍是
重中之重。

“我们广泛宣传秸秆禁烧的目的
意义，确保禁烧宣传无盲区、无死角、
无遗漏。”黄寨镇党委书记朱宏伟告诉
大河报记者。

“今年我们村集体合作社有1600
多亩小麦，丰收丰产已成定局，估计麦
收后，入股的村民除了每亩地保底的

800元收入，还能再领到一大笔分红
钱。”西华县奉母镇前邵村党支部、村
集体合作社负责人邵俊伟说。

在西华县奉母镇，当地率先进行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村民变成了股东，
只需要把土地交给村集体合作社打
理，不掉一滴汗、不干一点活，照样可
以领到每亩地至少800元的分红。而
被解放了劳动力的村民们，还可以从
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作，再多挣一笔
钱。

与此同时，村集体合作社统一管
理、统一种植，也节省了一大笔农资生
产成本，相当于从过去的“零买价”变

成了“批发价”。
“我们这里是传统农区，祖祖辈辈

都以耕田务农为主。但是现在我们赶
上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好政策，通
过实施改革，让村民能既多了收入又
少了劳累。”奉母镇党委书记陈鹏说。

村民变成股东，务农依靠机械，流
传千年的传统农耕会消失吗？陈鹏告
诉记者，不会。因为每个村集体都留
有大约20亩农田作为“研学基地”，专
门让村里下一代孩子体验农田劳作，
学会播种、施肥、喷药、收割，不仅传承
了农耕技能，还能让一代又一代的孩
子牢记务农情怀，不忘质朴本色。

人工收割“小试牛刀”丰收在望村民坐等“分红”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实习生 郭磊 通讯员 胡铭 文图

六月的中原，满地金黄，麦浪滚滚。
6月2日，息县项店镇李楼村有机小

麦高标准示范基地内，金色麦浪随风翻
滚，6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排着长龙，在麦
田里劈波斩浪。

专程前来测产的信阳市农科院资源
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兹亮研究员兴奋地
说：“这片基地的优质弱筋小麦颗粒饱
满、麦仁圆润，平均亩产达到500.3 公
斤。”

近年来，信阳持续推进农业结构性
改革，优质弱筋小麦成为重点推广的粮
食品种。淮滨、息县、固始等县区纷纷出
台扶持优质弱筋小麦生产奖补政策。

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省
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雷振生研究员告
诉记者，与强筋小麦相比，弱筋小麦蛋白
质含量低、面筋强度弱，是饼干、糕点等
加工制品的主要原料，市场需求旺盛。
而目前我国弱筋小麦种植总面积不足全
国小麦面积的10%，弱筋小麦市场供应
严重不足，进口依赖性强，以弱筋小麦、
弱筋面粉为主要原料的食品加工业发展
受到制约。

信阳沿淮地区处于北亚热带与暖温
带气候过渡带，气候和土壤条件非常适
合弱筋小麦生产，属于农业农村部区划
的长江中下游弱筋小麦优势产业带。

“淮滨县弱筋小麦已从2012年的
30万亩，发展到2020年底的80万亩，中
国弱筋小麦第一县，至今无人可比。”淮
滨县县长梁超自豪地说。

信阳持续扩大优质弱筋小麦生产。
“种植优质弱筋小麦不愁卖，价格比普通
麦每斤高出大概0.2元。”息县东岳镇小
黄庄村53岁的种粮大户夏金城高兴地
说。市场热捧，加上政府引导，短短几
年，息县优质弱筋小麦种植面积已达70
万亩。

家有弱筋麦，财源滚滚来。众多企
业先后与淮滨、息县、固始等县签署协
议，在这里建立有机小麦高标准示
范基地，长期高价收购严格按照
标准生产的优质有机弱筋小
麦。今年1月，信阳市政府下
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强市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
施意见》，实施淮上粮
仓巩固行动，其中计
划到 2025 年，将优
质弱筋小麦发展到
260万亩，逐步将沿
淮平原区建成全国
重要的优质弱筋小
麦、优质食味水稻
生产供给中心和
全省重要的粮食
储运交易中心、绿
色米面制品加工
制造中心，打造
全产业链“淮上
粮仓”。

“弱”麦
这样“强”起来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杨书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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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浪滚滚飘芳香，中原处处开镰忙。
进入六月，一年一季的河南麦收逐渐进入会战高峰。眼下，信阳、南阳、商丘、周

口、驻马店、许昌等“产粮大户”正纷纷开镰。放眼无垠沃野，收割机械日夜轰鸣，田
间地头欢声笑语，呈现出一派火热收获景象。连日来，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兵分多
路，记录麦收时刻，见证颗粒归仓，感受丰收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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