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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调查

总统命名的“友谊1号”

我省培育的“银山2号”棉花种子被塔吉克
斯坦总统命名为“友谊1号”，说起来还有一段
小故事。

“银山 2号”是省农科院培育的棉花新品
种，2008年曾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也是黄淮
流域棉花种植的主导品种。

2011年 9月，借助“一带一路”的春风，河
南经研银海种业有限公司与塔吉克斯坦签订农
业合作协议，在该国成立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建
立中国农业科技示范园，并把“银山2号”引进
塔吉克斯坦。公司总经理李伟说：“中亚地区国
家是传统的棉花种植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很
大。但是，因为品种老化，管理粗放，棉花产量
一直偏低。”

“银山2号”让塔吉克斯坦的棉花种植户开
了眼，不仅棉绒长、品质好，而且结桃多，产量
高。第二年8月，有一株棉花竟然结了108个
棉桃。当时，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中国驻
塔大使陪同下特意来种植示范田参观这株棉
花，当场将这一棉花品种命名为“友谊1号”，并
号召全国推广种植。

农场主来河南取经

穆克姆是塔吉克斯坦有名的农场主和棉花
种植大户，拥有土地上万公顷。今年 4月 22
日，他来到郑州寻宝取经，要找到一种早熟的棉
花品种。

原来，塔吉克斯坦种棉花与新疆基本一
样，都是每年一茬。想种两茬的，只能夏种小
麦、秋种玉米。随着国际市场玉米价格的走
低，很多农场主秋季想改种棉花，但没有适宜
的棉花种子。

穆克姆就是有这种想法的农场主。他飞到
土耳其找种子，失望而归。那里的棉花种子生
长期太长，到该种麦的时候成熟不了，根本不适
合秋季种植。于是，他把目光又投向了中国河
南。

这一次，他得到了希望的品种。省农科院
培育的棉花品种中，正好有一个品种生长期短、
品质又好，非常适合秋季种植。

穆克姆高兴地坐飞机走了。这一趟来河
南，他收获很大。他找到了适合秋季种植的早
熟品种，还找到了棉绒长的优质品种。因此，在
省农科院原阳基地的棉花试验田里，他对河南
棉花种子不断地竖起大拇指，连夸“欧钦哈拉
少（非常好）”。

期盼更多的河南种子走出国门

为什么河南棉花种子会在中亚地区国家大
放异彩？李伟说：“除了种子品质好，还有栽培、
管理技术的变革。”

河南经研银海种业有限公司在塔吉克斯坦
种棉花时，将棉花行距由当地的一行90厘米改
为 60厘米，同时，对棉花掐头，防止棉花棵旺
长，影响结桃。李伟说：“当地的人认为棉花棵
长得越壮越好，其实是错误的。掐头后，棵不
长了，结桃就多了。另外，行距一改，种的密
了，自然产量也好。”他介绍说，通过引进中国
先进的种子技术、栽培技术和农业机械，塔吉克
斯坦的棉花从之前每公顷产 2.5吨，一跃达到
每公顷6吨。

省农科院副院长房卫平说，我省棉花种子
在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红火，也给我省的棉
花育种提出了新要求。随着“一带一路”的快速
推进，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家来河南找种子。我
省也要借助这一力量，加强育种，更好地适应国
际市场的需求，让更多的河南种子走出国门。
针对中亚国家棉花种植由单一种植向麦棉连作
的动向，我省要加强早熟品种的培育。⑧6

扮靓大中原
一个四季开花的产业

一般人认为，我国花卉主产区在云南、广
东、浙江等南方省份。殊不知，近年来，河南花
卉产业快速崛起，在全国的地位不断提升,一
年四季都有赏不完的花海。

据统计，2016年全省花卉种植面积达192
万亩，产值达 400多亿元，年销售额达 170多
亿元。我省花卉种植面积占全国比重稳定在
12%左右，产值占全国比重稳定在8%。

“月季花一开都成照相的了，拍花的、拍人
的、自拍的、合拍的，真是你方拍罢我登场，最
忙的就是手机！”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森美月
季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玉开玩笑地说。

游人如织，穿梭于月季花丛中，忙着赏花闻
香。对于南阳花农们，这也是一段极为忙碌的日
子，合作洽谈、起苗发货，当然，他们忙的是“钱”。

南阳月季主产区是卧龙区的石桥镇、蒲山
镇。刘玉说，“我们这儿不但不存在剩余劳动
力，劳动力还紧张。壮劳力起树装树，每天能
挣三四百块，年纪大的可以剪花抠芽锄地，多
大岁数都能用上，没有闲人。”农民是啥挣钱种
啥，南阳月季种植从石桥镇发源，从亲戚朋友
到乡里乡亲，像一圈圈涟漪向四面八方扩散。

南阳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把月季产业作
为高效生态经济的一大优势产业强力推动。如
今，南阳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月季种苗繁育生
产基地，种植面积10万多亩，年出圃苗木10亿
多株，年产值达20亿元，从业人员10万人。

由于种苗花卉产业比较效益高，又是劳动
密集型的绿色产业，和南阳一样，花木产业成
为不少地方优先发展的支柱产业和农业结构
调整的重点支持范围，我省的花卉产业也得到
了快速持续发展。

目前，全省花卉产业以龙头企业为依托，
基本形成了以南阳为主的月季生产集聚区、洛
阳牡丹生产集聚区、开封菊花生产集聚区、濮
阳鲜切花生产集聚区、安阳桂花与盆景生产集
聚区和鄢陵、潢川的观赏苗木生产等六大集聚
区。许昌的鄢陵、信阳的潢川、南阳的卧龙与
南召、新乡的获嘉、安阳的龙安已成为全国著
名的花木之乡。

专家表示，如今，生态文明已经被提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建设美丽中国、美丽河南早已成为
共识，森林城市建设、村镇社区绿化美化、重大
生态治理、重要生态修复等对花卉苗木的需求
量会越来越大，花木产业发展的春天已然来临。

发力“花卉+”
一个魅力四射的产业

4月底在郑州举行的全国花卉市场建设

工作座谈会上，有人问，花卉到底姓什么？农
业？商业？林业？旅游？文化？

花卉产业早已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花
卉+”正发生着“1+N”的化学反应，产业融合
的魅力渐显。

“中国花木第一县”鄢陵，其花木种植面积
已发展到60万亩。在苗木市场需求整体低迷
的境况下，鄢陵花木产业因为“花卉+”焕发出
新生机。以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为龙头，打造
区域性的会展中心，“花卉+会展业”初绽芳容；
先后建成中原花木博览园、万亩花卉游览区、花
都温泉度假区和200多家休闲茶楼、特色餐饮、
文化娱乐等以旅游度假、健康养生为主的特色
生态休闲养生基地，“花卉+旅游业”已经让鄢
陵从单纯地卖苗木发展到卖景观、卖生态。

花卉与旅游的融合已经成为新亮点。来
自省花卉协会的统计显示，2016年全省以花
卉为主题的休闲旅游接待游客1500万人次，
实现综合收入28.8亿元。郑州、洛阳、驻马店、
安阳等地一些县（区）建设的以薰衣草、郁金
香、玫瑰等花卉为主题的庄园景观园，形成集
欢乐游戏、趣味体验、旅游观光、特色农业、度

假养生、科普教育、农情体验、星级酒店等功能
于一体的大型创意观光基地。

花卉与油料、中药材等生产融合形成新业
态。近年来，我省将油用牡丹列为木本油料的
重要发展树种，全省每年新发展油用牡丹 10
多万亩，初步建立起了从育苗、种植，到加工、
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花卉与互联网结合开辟花卉销售新渠
道。洛阳神州牡丹园艺有限公司开辟的牡丹、
芍药鲜切花及种苗销售的网上交易途径，从过
去最快 1 周发货到目前 10 个小时内完成发
货，牡丹芍药鲜切花已经卖到了澳大利亚。

与其他产业联姻，花卉有时担纲主角，有
时是催化剂、融合剂。省花卉协会会长何东成
说，花卉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为我省花卉产业
发展开辟了新空间。

改革供给侧
一个亟待创新的产业

花木产业本身是现代朝阳产业，但也亟待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 4月 28日的南阳月季花会开幕式上，
中国花卉协会月季分会会长张佐双表示，目前
南阳月季苗木供不应求，如果把二、三产业都
融合发展起来，供给侧将会有一个很好的提
升。玫瑰与月季同属，南阳可以大力发展玫瑰
的精油、化妆品、茶、食品等等，潜能巨大。

在洛阳，以牡丹画为特色的艺术品创作、
以牡丹瓷为代表的文化礼品开发、以牡丹饼和
牡丹茶为代表的旅游延伸产品生产蓬勃发展，
其中洛阳盛世牡丹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烧制
的牡丹瓷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国际友人。

不过，整体来说，我省花卉产业结构尚不
合理。据统计，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占花卉
产业总产值的89.10%、1.84%和9.06%，二、三
产业所占比重明显偏低。

在产品结构方面，产品单一化、趋同化现
象严重，大路产品多，特用、特色、特异性产品
少，产品结构性过剩问题突出，导致不少花卉
苗木价格降幅较大、销售困难，迫切需要优化
产品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品种和技术创新，无疑是破解这一发展瓶
颈的钥匙。不少地方和企业率先突围。

南阳月季供应量占国内市场的80%，占我
国出口总量的70%以上。固然有月季本身花
期长、种类多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南阳月季品
系不断推陈出新，引领了国内月季繁育研究的
发展方向和市场潮流，先后培育出60多个月
季新品种，其中树状月季更是全国独创。

刘玉也尝到了创新的甜头。原本一棵20
元的普通月季，刘玉将8棵通过特殊的编织方
法、精心的培育变成一个花篮式月季，“不用插
花的花篮”一下子卖到1500元左右，效益提高
10倍。

在人们的印象中，玉兰一直是高大挺拔
的，多用于城市社区的绿化。记者在南召玉兰
花木城看到，经过矮化繁育，高大的玉兰变得
小巧，从树木变成盆景，“变身”玉兰已经拥有
走进千家万户的体形。

地处遂平县的河南名品彩叶苗木股份有
限公司已发展成为目前我国种植面积最大、树
种最多、品种最全、质量过硬的彩叶苗木生产企
业，核心竞争力就是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彩叶苗木新品种，其中红云紫薇、红伞寿星
桃、红宝石寿星桃、黄金刺槐、朱羽合欢16个新
品种获得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权证书。

花卉产业被誉为21世纪最有希望的产业
之一，我省花卉产业尚处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
经营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
变，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数量
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关键时期，需要
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业内人士认为，我省虽
然制订并印发《河南省花卉产业发展规划
（2009-2020）》，但没有出台相应的配套扶持
政策，急需加大扶持力度。⑧2

□高长岭

“五一”劳动节期间，郑州、开封、新乡等

地蒜薹因为价格直线下跌，蒜薹滞销，农民又

雇不起工人拔蒜薹，即将影响大蒜生长。蒜

农辛苦劳动，得不到相应的市场回馈，欲哭无

泪。媒体报道后，不少热心读者赶往蒜薹主

产区，帮助蒜农拔蒜薹，经过连日奋战，大部

分蒜薹已经顺利拔完，为大蒜丰收扫除了一

个障碍。

蒜薹为何如此便宜?归结起来大致有三

个原因：供过于求，种植面积大增，仅杞县种

植面积就比上年增加 20%；集中上市，天气使

早熟蒜薹推迟上市，晚熟蒜薹提前成熟；冷库

收储谨慎，因市场预期不佳，商人利用冷库储

藏蒜薹的意愿降低。仔细分析，核心原因是

供大于求。

多年来，像蒜薹和大蒜这样的农产品价

格大幅波动，已经司空见惯。今年春节后，鸡

蛋价格跌破每斤两块钱，想起前些年蛋价忽

高如火箭，被称为“火箭蛋”；蒜价每斤 10元叫

“蒜你狠”，蒜薹暴跌每斤两毛，群众又惊呼

“蒜你贱”“蒜完了”；“糖高宗”、“豆你玩”……

无论是菜贱伤农，还是农产品价格猛涨，都会

引起舆论热议。

经济学家很早就看透了这规律，上一个

生产周期农产品价格决定这一生产周期的产

量，产量增加，价格下跌，又导致下一轮生产

减少，价格攀升，形成市场循环波动，据说用

函数曲线表示出来非常像蜘蛛网，这理论就

被叫做“蛛网理论”。既然早就意识到“蛛网”

存在，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蛛网”中挣扎？

在指导农民如何种地方面，一些基层政

府始终把握不好尺度。早些年，为了鼓励农

民致富，乡镇政府经常强力推动群众种桑养

蚕、栽梨种桃，一旦群众赔了钱，政府就成了

“怨府”；一些基层政府就“吃一堑长一智”，不

再逼迫群众如何种地，改用典型示范，让群众

自己决定种什么，即便是群众来咨询，高明的

官员也是含糊其辞，说些原则话，不敢支实

招，生怕将来担责任。也有敢试敢干的基层

干部，在地方上培育出特色农产品，形成了优

势品牌，带富一方百姓。

在发展特色产业方面任由农民自己摸

索，政府在服务和引导上缺乏长远规划和具

体措施，对避免和抵御产业风险认识不足，少

有应急预案和配套设施。面对种植面积增加

可能带来的风险，就应该通过建立全国性或

者区域性的行业协会，及时统计种植意愿，提

前做好引导，适度控制种植规模，避免供求关

系大起大落；在主产区应该出台优惠政策，引

导群众兴建冷库，平抑季节性涨跌幅度；鼓励

创立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条，消化

过多农业产能；积极引导产销对接，疏通流通

渠道，发展订单农业，减少生产盲目性；有目

的地组织科研攻关，改良本地农产品品质，打

造优质果蔬基地；推动机械化，减少人力劳

动，提高优势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命题虽然宏

大，但只要突出问题导向，把群众的“痛点”作

为工作的重点，真抓实干，逐一解决问题，即

使我们无法改变基本的经济规律，相信农产

品价格暴涨暴跌的怪圈一定可以打破。⑧6

““美美丽经济丽经济””如何添彩河南如何添彩河南 河南棉花种子
火到“一带一路”

打破农产品暴涨暴跌“怪圈”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河南培育的棉花种子在塔吉克斯坦

等中亚国家火了。

当下，中亚国家的春棉刚刚种完。

在塔吉克斯坦，用河南棉花种子种植的

棉花达 5.7万公顷，占该国棉花种植面

积的30%。说起河南的棉花种子，曾来

河南考察过的塔吉克斯坦奥林匹克公司

董事长穆克姆动情地说：“经研银海‘哈

拉少’（好）！河南的棉花种子‘欧钦哈拉

少’（非常好）！”

□本报记者 陈慧

春夏之交的5月，南阳月季正如火如荼地怒放。一个法国人来到这里，看

到月季荟萃、满城芳华，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如果公园绿地是围绕着城市的

戒指，那么月季就是闪耀在戒指上的钻石。

在河南，这样“戒指上的钻石”不独南阳。再往前数一个月，洛阳牡丹艳冠

群芳，汇聚八方宾朋；而每逢金秋，菊城开封菊香四溢，迎来群贤毕至……花卉

产业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近年来，我省多地把发展花

卉产业作为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

业，“美丽经济”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添了一抹靓丽色彩。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视察经研银海公司
在塔的棉花科研示范田。 资料图片

游客陶醉在嵖岈山温泉小镇的郁金香花海。牛原 摄

南阳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月季之乡。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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