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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一项耕作
技术的创新，会给小麦产量带来多大
的变化？5月 17日，省农科院组织专
家对遂平县和兴镇相邻两块麦田进行
测产，结果表明，实施粉垄立式旋耕技
术的小麦亩产达到 670公斤，比传统
方式耕作的小麦增产一成以上。

多年来，我省农村普遍采取旋耕
技术耕地，导致耕作层变薄，出现作
物根系下扎困难、养分吸收不好、保
水保肥能力下降等问题。深翻因为
成本高、耕作层不稳定等因素，很多
农民难以接受。为此，省农科院对耕
地耕作方式进行研制创新，推出了粉
垄立式旋耕技术，并研制出粉垄立式
旋耕新机械。从2011年开始，省农科
院先后在潢川、温县、西华、商水等县
试验推广，增产效果明显。

遂平县和兴镇大刘庄种植户刘国
富说：“对这技术我也是半信半疑，所
以去年麦播时试验了300亩。因为去
年雨水多、种得晚，春节前麦苗还不
如普通地块的小麦，很让人揪心。春

节后水肥一上来，试验田的小麦长得
比周围的都好，秆壮穗大，还抗倒
伏。”他表示，今年自己承包的土地将
全部采用粉垄立式旋耕技术。

粉垄立式旋耕为何有这样的增产
效果？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环境资源
研究所聂胜委博士说，因为是用立式
旋耕机耕地，耕后土质松散，土层深厚
而又自然悬浮呈垄状，所以称其为粉
垄立式旋耕。采用粉垄立式旋耕技术
耕地，实现了深耕深松，还不破坏地下
土层。不像传统的用犁深耕土地，把
生土翻到上面，影响粮食产量。而且，
采用这种技术耕地，耕得深，土也散，
不用再耙地，省时省力。

据他介绍，在田间管理、品种、施肥
措施一致的条件下，粉垄立式旋耕耕作
能够显著提高小麦、水稻、马铃薯、玉
米、花生等作物的产量，当季增产幅度
在20%左右；种植怀山药、木薯，产量比
传统耕作增产超过30%。

目前，我省采用粉垄立式旋耕技
术耕作的田地已超过100万亩。③6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曹萍）可造
成小麦大面积减产，让农民谈之色变
的小麦赤霉病，正在被关进综合防控
的“笼子”里。5月 15日，记者在国家
小麦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推进暨黄
淮麦区小麦抗赤霉病新品种展示现场
会上了解到这一喜讯。

我国小麦赤霉病 2012年和 2016
年的两次大流行，爆发面积均超过1亿
亩。国家小麦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
首席专家、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
许为钢研究员介绍，如果不加以防治，
可以导致产量减少两三成。

从 2016年开始，我国把“黄淮麦
区抗赤霉品种培育”列入国家小麦良
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项目，希望在
2020年前遏制住赤霉病蔓延势头。

据了解，专家们确立的赤霉病防

控策略，是推行“抗病品种+药剂防
治+田间减菌耕作技术”的综合防控模
式。一是选育抗性强的小麦品种；二是
使用药剂进行化学防治；三是采用田间
减菌耕作技术，尽量减少秸秆还田时的
秸秆裸露，不要在小麦抽穗至开花期进
行灌溉等。

最近两年，国家小麦重大科研联合
攻关组在南阳市设立了规模化的抗性
鉴定圃，两年共鉴定材料2800多份次，
已鉴定筛选出了一批适合我国黄淮麦
区南片种植且对赤霉病抗性较好的小
麦新品种，并开始组织大面积的示范推
广工作。许为钢说：“这些品种与其他
综合防控技术综合应用，即使在条件
利于赤霉病严重发生的年份，也可有
效控制赤霉病的发生，不让其在黄淮
麦区造成严重危害。”②40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正在进
行的第十六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
会上，漯河市和各方投资商已签订投
资项目50个，投资总额221.5亿元，
涉及食品、装备制造、医药化工、新
能源新材料、现代家居、现代服务等
多个领域。

据介绍，这50个项目的投资方
包括绿地集团、北京城建集团、恒安
集团等 7家世界 500强、中国 500
强企业，以及台湾福贞控股公司、伟
光汇通集团、安徽鸿路集团等5个
行业龙头、知名品牌企业。“项目总
体上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必将

为促进漯河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
能。”漯河市政府负责人说。

近年来，漯河市抢抓“一带一
路”建设和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的重
大机遇，以食博会为平台，持续营
造良好环境，吸引了15家世界500
强、18家中国 500强以及 50多家
行业龙头及知名品牌企业入驻，该
市引进的外资六成以上来自食品
企业。今年一季度，漯河市实际利
用境外资金同比增长60.8%，增幅
居全省第一。③6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党的政策这么好，再不胳膊腿勤快
点，努力过上好日子，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5月 11日，屋外小雨淅沥，气温突
降，光山县凉亭乡石盘冲村黎小湾村民
组57岁的黎同良却忙得满头大汗。听
见招呼声，他连忙从炒茶机后直起身
来。听说记者是来采访他怎样脱贫致富
的，快人快语的老黎脱口说出这段话。

因为幼时患过小儿麻痹症，黎同良

右臂落下残疾，靠着走乡串户贩卖零茶
艰难度日。

精准扶贫开始后，黎同良被定为特
困户，在享受低保和残疾补贴的基础
上，他还获得了危房改造资金，翻修了
房屋。听说他想开个茶叶加工作坊的想
法后，信阳市农信办下派驻村第一书记
陈峰为他争取来了5万元的小额扶贫贷
款，买回了一套二手炒茶机械。让人没
想到的是，参加过两次炒茶技术培训的
老黎，居然捧回了全县炒茶大赛三等奖。

借助一套炒茶“老机械”，老黎硬是
用勤劳和实诚，走上了并不轻松的脱贫
致富路。“右手残疾了，我还有左手。握
不了炒茶用的大扫把，我可以操作炒茶
机，老婆还可以帮我挑茶梗。”黎同良乐

呵呵地说，“两个大活人，总不能坐在家
里等着吃救济！那样的日子能好过？”

刚开始，他每天起早贪黑到各个茶
园和街上收购鲜叶，慢慢地周边几个村
庄的茶农都把鲜叶往他这儿送。茶叶
炒出后，凭着信誉和质量，茶商纷纷上
门。自己一年挣了七八万元不说，还带
动周围三四个村民组的20余户茶农每
户年增收2000元以上。

“老黎，这茶不赖啊！”端起黎同良
给我们泡的茶，茶叶在杯中舒展，芽叶
分明、茶汤鲜亮、青色撩人，轻抿一口，
苦中回甘，齿颊留香。

黎同良说：“这种茶鲜叶好采、产量
高、价格便宜，也不愁卖。今年春上，我已
经卖了近2000斤干茶，都批发给大茶商

了。这不，把这炒茶机修修，接着做夏秋
茶。到年底啊，准备换套新的炒茶机。”

“换套新的得多少钱？还需要再贷
款吗？”记者问。

“不用，一年挣不了一套炒茶机的
钱，还干个什么哟！”黎同良自信地说。

村支书陈明光笑着插话说：“他呀，
去年做了 5000多斤干茶，提前还了小
额扶贫贷款，还给儿子攒了几万元准备
接媳妇用呢。”

一个人、一只手，一年炒制5000多
斤干茶，这要熬多少个不眠夜，忍受多
少皮肉之苦啊！

“怕吃苦，好日子从哪儿来？”没等
我们说完，黎同良接上了话茬，“幸福是
奋斗出来的，这理儿我懂！”③7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常存涛 闫娜）记者5月 15日从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河南
省“三小”食品安全专项治理行动
方案》已正式印发，将通过专项治
理，基本消除食品小作坊、小经营
店和小摊点（简称“三小”）无证生
产经营问题。

我省“三小”数量庞大，据统
计，目前全省仅在册登记的小作坊
就有 5万多家，从事小餐馆、小吃
店、小饮品店等小餐饮单位有 16
万多家，食品小摊点30万个左右。

加快食品安全省建设，抓好
“三小”监管是应有之义。《河南省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
理条例》自今年 3月 1日起施行。
根据条例及其配套的“三小”登记、
备案管理办法，为全面提升“三小”

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我省开展了
“三小”食品安全专项治理行动。

按照“登记备案一批、规范提升
一批、依法查处一批”的原则，我省
全面开展“三小”治理整顿，全面排
查建档，依法登记备案，落实监管责
任，整治违法违规，特别是对于不按
条例要求履行登记、备案手续，无证
生产经营，制售假冒伪劣食品、非法
添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
剂、使用病死畜禽肉和工业原料等
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等违法违
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打击整顿。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专项治理，排查
澄清“三小”底数，符合条件的纳入
登记备案管理，依法查处无证生产
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基本消除

“三小”无证生产经营问题。③6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目前我
省小麦正处于灌浆期，是决定小麦
产量的关键时期，适宜的温度、充
足的光照才能保证小麦的正常籽
粒形成。但同时，这个时期也是我
省气象灾害多发时期。

省气象局统计，从5月12日开
始，我省农业生产承受了干热风和
强对流天气的轮番袭击。农业气
象专家提醒，五月天气多变，针对
干热风灾害，农民要做好“一喷三
防”工作；面对冰雹灾害，广大农
民应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信息，有
条件地区提前布设防雹网。同
时，要及时进行灾后补救，小麦出
现倒伏后，一是排积水，尽快降低
田间湿度，增加土壤通气性，防止
小麦根系早衰；二是切忌人工扶

直，那样只会对小麦造成二次损
伤，使产量损失进一步增大；三是
适量喷施叶面肥，于晴天喷施液
态磷酸二氢钾提高倒伏小麦抗逆
性；四是加强病害防治，倒伏后小
麦病害防治对降低产量损失尤为
重要。

省气象台预报，18日到 19日
我省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强降
水主要时段在18日夜里到 19日，
落区位于南部、西南部地区，其中
南阳、信阳、驻马店的部分地区有大
暴雨；南部、西南部地区过程累计降
水量可达50毫米~100毫米，局部
120毫米~16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
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
小时雨强 40毫米/小时~60毫米/
小时。②9

食博会上收获“大礼包”
签投资项目50个 引资221.5亿元

“三小”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启动

干热风强对流轮番来袭

农田后期咋管理

粉垄立式旋耕技高“一”筹
黄淮麦区综合防控“降伏”赤霉病

炒茶“炒”出幸福路

位于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下游2000
米处，有一座武惠浮桥，连接武陟县和
郑州市惠济区。与传统的浮桥不同，
这座 600 米长、15 米宽的浮桥，下有
20只浮箱支撑，上面铺的是厚钢板，在
翻滚的黄河水上，平坦如地面。

“现在，我们到对面的郑州去打
工、买卖东西可方便了！不像以前，绕
道走要多花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为
了方便两岸村民，浮桥公司专门在桥
两侧各设了3米宽的非机动车道。武
陟县詹点镇何井村村民何小莫每天都
骑电动车到惠济区干活。他高兴地
说，浮桥为周边村民出行提供了极大
便利，无论是骑电动车还是开小轿车，
过桥都是免费的。

何小莫口中所说的浮桥，由武陟
县武惠浮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浮桥公司”）2006年建成，结束了原省
道 68线断行 20年的历史。12年来，

浮桥公司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
重的理念，严格执行禁行超载超限车
辆的要求，没有出现一次安全事故。
更重要的是，浮桥公司在服务两岸群
众、助推经济发展上架起了发展共振、
合作共赢的一座“金桥”。

质量为重 坚持安全第一

5月14日，温度高达35摄氏度，作
为武惠浮桥的检修人员，董玉昂手持电
焊工具、满头大汗，正认真检修着浮桥的
每一个箱底和大梁。“浮桥安全是第一位
的，不能有丝毫马虎。我们三天两头开
会，讲安全知识，学安全技能。”董玉昂
说，他们共有5名检修人员，实施两班倒
工作制，保证24小时检修不停歇。

在武惠浮桥上，笔者看到，浮桥主
要由浮箱和桥面钢板组成，浮箱也叫
承压舟，就像船一样，并排相连。浮桥

古已有之，就是将船或筏子并排连在
一起，固定在河道上，表面再铺上木
板。只是先前技术有限，浮桥的安全
系数不高。如今却不同，武惠浮桥全
长600米，共有 20只获得国家专利的
承压舟并排，由拳头大小的螺栓相连
接，每只舟的承载力是 120吨。桥面
上的钢板厚10厘米，行车道宽9米，可
并排过两辆汽车。

浮桥是漂在水上的，保证安全性
始终是浮桥公司的重中之重。

经验丰富是浮桥公司的一大优
势。“同是沿黄省份，山东二三十年前
就在黄河上建浮桥了，现在已超过100
座。”作为武惠浮桥的投资人，山东人
范圣坤说，建浮桥他们有一套先进的
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浮桥的承压舟是
由专门的造船厂生产的，几十吨重的
车辆过桥没有任何问题。另外，在浮
桥边设有明显禁行标志，浮桥收费站

也会对过往超限超载车辆实施拦截，
安全员24小时现场指挥车辆的安全通
行等，这一系列措施都为浮桥设置了
一道道“安全门”。

如果黄河水流加大，浮桥如何应
对？“每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或预报
花园口流量超过 3000 立方米/秒时，
浮桥在两个半小时之内就能拆除，所
以安全是有保障的。”浮桥公司总经理
刘传祥自信地说。

2013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河
南省浮桥管理办法》也给浮桥公司吃了
一颗定心丸，也让浮桥公司在运营上有
了更为明晰的依据和安全保障。

带富群众 助力经济发展

要想富，先修路，路通百业兴。何
井村村民何三平深有感触。武惠浮桥
的建成，让他摘了“穷帽”、发展致富。

投资近 8000万元的武惠浮桥主要包
括两部分：一是浮桥，二是连接浮桥的
道路。连接路是按照国家二级公路标
准建设的，南边有3公里直达江山路，
北岸延伸9公里，而何三平的养羊场就
在北延公路边。“多亏了有武惠浮桥，
不然我也不会在这里养羊，也就一年
赚不了五六万了。”何三平说他是实实
在在得了实惠。

其实，得实惠的不止何三平一人，
而是桥两边十几个自然村的 3 万余
人。武惠浮桥所在的位置原来是一个
渡口，以前黄河两岸群众往来、物资交
流，主要靠渡船运送，既不方便也不安
全。如今浮桥运营后，为两岸群众大
大节约出行成本。

作为从山东省专门招商引资来的
项目，当年武陟县招商的目的是为了方
便群众出行、拉动经济发展。对于该招
商项目，惠济区委、区政府也给予了高

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武惠浮桥让省会
郑州的人才、技术、经济优势向武陟延
伸发展，也让武陟的人力、资源得到有
效利用。”惠济区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说。

修桥之前，两岸群众只有几千人，
如今已经聚集了3万多人，这3万多人
的过桥费全免，一天可以为群众节约
10余万元。“因为有了浮桥，聚了人气，
产业自然就有了，群众利用便利的交
通，开商店、建农家乐、发展种植养殖
业等等，再加上到郑州打工挣钱，村里
人基本上都富起来了。”何井村村主任
何建军说。

一桥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运行
了12年的武惠浮桥，拉近了郑州、武陟
的距离，切切实实方便了民众、带富了
群众，对缩小地区差别、加速共同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武惠浮桥就是一座
造福民众、服务郑州、惠及武陟、助力
经济发展的“民生桥”。 （马涛）

武惠浮桥：一座助力经济发展的“民生桥”

5月16日，汝阳县付店镇松门村村民在扶贫车间加工服装。该县采
取党支部+扶贫车间+贫困户的模式，在207个扶贫车间陆续发展服装加
工等产业，使一大批农村妇女不出村就实现就业。⑨3 康红军 师娟 摄

5月16日，宜阳县张坞镇元过村小伙儿车高航（右四）和创业同伴展示他们种的葫芦。8个20岁左右的时尚小伙，不恋城市爱乡村，钻研起了葫芦种
植，经过一年的试种和网络销售渠道拓展，实现了每亩1万余元的收益。今年“葫芦娃”们将种植规模扩大到了80余亩，并成立了合作社。⑨6 田义伟 摄

返乡创业的“葫芦娃”

科技兴农促丰收

相邻两麦地 产量有高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