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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三夏”

本报讯 （记者卢 松）“三
夏”生产即将来临。5 月 19 日，
记者从省农机局获悉，今年全省
参加机收会战的联合收割机将
达到 16 万台，确保小麦机收率
稳定在 95%以上。

据了解，包括联合收割机在
内，今年全省计划投入“三夏”生
产的农业机械将达 410 万台以
上，着力抓好耕作、播种、秸秆还
田等机械化生产，力争玉米机播
水平达 80%以上，小麦秸秆还田
和处理面积进一步扩大，提高作
业质量和作业效率，确保小麦如
期收获，秋作物适时播种。

为应对“三夏”期间天气异

常变化，帮助农民和机手合理
安排麦收时间，今年“三夏”期
间，我省还将为在省内从事跨
区作业的作业队、机手和组织、
管理人员免费提供即时小麦机
收市场信息和气象信息。免费
发送的手机短信内容主要有 5
类：全省整体麦收进度、当天主
要麦收区的收割进度和机车分
布情况；引导机车合理流动的
机车调度信息；全省各主要麦
收地市的常规天气预报；省、市
气象台制作发布的突发气象灾
害预警信息；省、市气象台“三
夏”服务制作的专题气象信息
服务等。③11

16万台收割机将会战中原
天气预报等机收信息免费向农机手提供

本报讯（记者党文民）目前，
我省冬小麦大部分处于灌浆期，局
部地区小麦已经乳熟。5月 19日，
省农业气象服务中心专家提醒，各
地应抓住冬小麦产量形成的最后
有利时机，做好田间管理工作。

上周内豫西南、豫南大部地
区及豫中、豫西局部小麦已乳熟，

其他大部地区仍处于灌浆期。上
周中期出现的较大范围的降水，
使豫西、豫中、豫东等地墒情有一
定程度改善，但由于降水量不大，
这些地区仍有旱情维持。

专家介绍，从灌浆期到成熟期
是冬小麦产量形成的最后有利时
机，各地应抓住这个时机，做好田

间管理工作，及时进行“一喷三防”
工作，达到防病虫、防干热风、防倒
伏、增加粒重的目的。要特别注意
监测和防治病虫害，为夺丰产打好
基础。小麦将陆续进入成熟期，要
积极做好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的防范工作，同时做好麦收和夏
播的各项准备工作。③11

冬小麦处于产量形成最后时期，专家提醒：

抓住有利时机 做好田间管理

多年坚持不懈建设的农田林网，“网”住了千万
亩沙荒，阻挡了肆虐的干热风，成为我省粮食持续
增产的“绿色屏障”、农民不断增收的“绿色银行”。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一些新建的高标准农田
林网中，大叶女贞、银杏等常绿树、小乔木很流行，
传统的高大乔木杨树、桐树等栽植率有所下降。

“大树‘胁地’，影响粮食产量，改种小巧的常绿树
经济效益也更高。”这种回答在各地颇有代表性。

这种认识科学吗？高标准农田林网该如何建？

高大乔木应是主力
“高标准建设的农田林网，切忌大面积种植单

一常绿树、小乔木树种，不仅防护效益降低，也影响
木材资源的培育。”在近日召开的全省平原林业建
设现场会上，省林业厅厅长陈传进明确表示。

据介绍，目前，我省农田林网控制率达 90%左
右，以高大乔木为主的多林种、多树种合理配置的综
合农田防护林体系成为一道绿色长城，改善了农田
小气候，保障了粮食连年丰收。全省沙化土地面积
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1933万亩，减少到现在的
958万亩，沙荒面积由近500万亩减少到13.4万亩。

为进一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确保粮食持续
高产稳产，会议要求，主要林带、林网要以高大乔
木树种为主，网格面积沙区不超过 200亩、一般地
区 200～300亩、豫南水稻区 300～500亩。

引导造林机制良性互动
有人认为在农田里种树会“胁地”，使粮食减

产。因此，一些地方的农田林网存在栽植难、管护难。
在许昌，难题却迎刃而解。许昌通过集中拍

卖、返租承包等形式，明晰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
权，放活经营权，保障收益权，激活了农民造林的
积极性，全市农田林网控制率高达 95.2%，实现了
林茂粮丰。

对此，省林业厅要求，各地应把“谁造林、谁所
有，谁投入、谁受益”的政策落到实处，确保林网栽
得上、栽得活、栽得好。同时，制定激励政策，激活
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
会参与、多方满意的良性互动造林机制。

用材林支撑产业“致富”
针对在农田林网中扩大常绿树的种植面积，

以提高收益的做法，不少林业专家表示并不科学。
多数常绿树种在我省适应性不高，大田的温

差大、气温低，更不利于其生长。常绿树在自身难
保的情况下，防御自然危害的能力也将打折扣，难
以确保农作物稳产增产，反而会影响农民收益。

因此，会议指出，农田林网等平原林业建设，
要坚持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工业原料林，建立以
杨树、泡桐等乡土树种为主的造纸、人造板原料林
基地，积极培育珍贵树种和优质大径材，不断增强
林业资源战略储备的供给能力。同时，积极发展
高附加值的木材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培育一批
产业规模大、资源利用率高、带动能力强的林业企
业，辐射和带动农民致富。③12

“绿色屏障”增产“绿色银行”增收

高标准林网该咋建
□本报记者 杜 君

6月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试通水。
水源地丹江水质如何？库区群众生产生活

怎样？5月 18日，记者来到南水北调中线渠首
所在地淅川县，看当地如何演绎生态发展与经
济建设的完美结合。

绿色屏障保水质安全
从淅川县城出发往东南约 90公里，便是南

水北调中线渠首所在地——九重镇陶岔村。176
米高的渠首枢纽工程大坝巍然矗立，施工人员在
尚未通水的坝底和干渠进行着最后的清理工
作。干渠上游不远处，停着满载树苗的卡车。

“这是要种树？一蓄水不都淹死了？”记者
有点疑惑。“这是竹柳，最大的特点就是被淹过
头都死不了，还能吸附水里的杂质。”九重镇镇
长贾杰笑着解释。

被淹没时，它是护土净水的“定海针”；露出水
面，它是 5年成材的“摇钱树”。竹柳和薄皮核桃、
黄连木等植被一道构成了“环库区生态隔离带”。

从去年开始，淅川县投资 2亿元打造“生态
隔离带”，在低位的库区消落地栽植竹柳、水杉
等耐淹树种，在高位的陡坡地栽植核桃、石榴等
经济树种，在宜林荒山栽植耐寒的侧柏、黄连木
等，19.5万亩的林地，将库区团团环绕。

目前已有 56家企业和 12个种植大户带领
当地群众参与隔离带建设，“公司+基地+农户”的
模式在库区沿岸遍地开花。截至目前，隔离带建
设进度已超过 85%，确保汛后正式通水前全部完
工。丹江口库区目前水质稳定，达到送水要求。

生态产业奏富民乐章
南水北调看中线，千里长渠起淅川。从大移

民后关停并转 350余家企业，该县GDP一度下滑
40%;到今年 3月忍痛取缔网箱养鱼，2万渔民上
岸发展，淅川一直在做着“壮士断腕”的抉择。

水清了，但如何富民却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
现实难题：境内沟壑纵横，荒山连绵，石漠化严
重，库区沿岸万顷良田几乎全部淹没……乡镇干
部蓦然发现，移民结束了，发展任务更重了。

淅川主动选择转型绿色发展。“隔离带”的
快速建设，使丹江口库区沿线乡镇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生态产业链条，该县以大石桥竹柳、西簧
薄壳核桃、毛堂茶叶等为重点的“一乡一品”的
产业发展格局已经形成，给当地群众带来实实
在在的收益。

在香花镇周沟村，3000多亩坡地承包给丹江缘茶叶公司，130多名
群众成了“工人”。村民杨宗林说：“我们除了每年有租地收入，还能挣
一万多元工资”。在荆紫关镇张巷村，扎根基层、为淅川湖桑产业服务
27年的老专家陆锡芳教授告诉记者，这里的湖桑基地从 4月到 11月基
本上能吸纳附近 9个村庄的富余劳动力。

从“一脚踏三省”的荆紫关，到中线渠首九重镇，绵延数百里的库
区沿线，随着生态隔离带的建设，淅川全县森林覆盖率已提高到
51.3%，生态产业年产值达 12亿元，库区农民也成为“产业工人”，走生
态路、吃生态饭、发生态财。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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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归欣 郑兴华 刘晓波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本报讯 （记者卢 松）5 月 19
日，济源市养殖户王体斌告诉记
者，近期猪价大幅上涨，企业亏损
幅度缩小，10多公斤的小猪能“保
本儿”，大猪也由以前的每头亏损
300元左右减少到 150多元。

省畜牧局对全省36个价格监测
点的最新统计显示，5月 14日，全省
生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3.02元，与
上月相比，上涨 26.70%；与上周相
比，涨幅达 8.41%。与此同时，猪肉
价格也随着上涨，5月14日平均每公
斤20.38元，比上周涨了7.09%。

去年12月以来，生猪价格“跌跌
不休”。“五一”过后，猪价出现回弹。

“近期生猪价格上涨较快，最高每公

斤涨到14.6元。”省畜牧局总畜牧师
任心俊说，端午节前，肉粽加工厂商
提前备货采购，拉动了猪价上涨。

省 养 猪 行 业 协 会 负 责 人 介
绍：“3月底，全国首批冻猪肉储备
近 10%安排在我省收储。 5 月 8
日，第二批中央储备肉收储工作
启动。这个利好政策，一定程度
上提振了全省猪肉市场。”

近期不仅生猪价格出现回弹，
受货源紧俏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
也呈现上涨趋势。省畜牧局统计
数据显示，5 月 14 日，鸡蛋平均价
格为每公斤 9.79元，与上月相比，
上涨 13.02%。我省部分地区鸡蛋
价格再次进入“5元时代”。③12

本报讯 5月19日，记者从有关
方面获悉，5月 22日上午 9时，2014
中国（郑州）健康产业博览会将盛装
开幕。届时，口腔、整形及各大综合
医院知名学者、医疗管理及市场运
营研究人员将齐聚论坛，带来理论
与实践碰撞、融合的饕餮盛宴。

本届健康产业博览会由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医药卫生报社、河
南省医疗器械商会联合主办，包括
展览展示、高端论坛等环节。目前
已有 300余家国内外医药供应商、
医疗机构参会，涵盖医疗仪器、设

备、救护车、体检车等诸多领域。
论坛邀请的嘉宾包括清华大学

健康产业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黄德
海，医疗营销实战专家钟呼顺，北京
大学口腔医院修复科副主任王新
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儿童牙病主
任医师邓辉等行业领军人物。

博览会为期三天，其间将举
办两场高峰论坛，分别是 5 月 22
日 9：00 到 17：00 的“健康服务业
发展高峰论坛”，5月 23日 9：00到
17：00的“医美与口腔产业高峰论
坛”。③6 （本报记者）

猪价回弹 鸡蛋紧俏

畜禽产品价格近期呈上涨趋势

2014中国（郑州）
健康产业博览会22日开幕

5 月 18 日，一位农民走在原阳县黄河滩区的小路上，身边成片的麦田长势良好，一年一度的麦收
盛景即将开启。⑤3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5月19日，社
旗县农机技术人
员在检修小麦联
合收割机。麦收
在即，连日来该
县农机部门组织
服务小分队为农
机户提供免费检
修，免费发放跨
区作业证，积极
备战麦收。⑤4
李 崇 梁木子 摄

5月18日，孟州市奥森人造板有限公司超薄型中、高密度纤维板项目正
在加紧建设中，该项目总投资10.8亿元，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连续平压技
术，建成后将成为省内最大的该类产品生产企业。⑤3 本报记者 王 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