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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白地’种上小麦，既赚了钱，又为
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何乐而不为？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为农民“解放双手”

麦收新闻速览

63.3%

我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3.3%，拖拉机拥有量
340多万台，谷物联合收割机30多万台

110万人

去年全省已推广优质安全、节本增效、生态环保
的主推技术1400项以上，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超过95%，累计培训各类高素质农民110万人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
冰珂）6月 2日，从宝丰县农科所传来好消息，该县肖
旗乡农民常天佑历经八年培育出的小麦新品种“航
宇 19”，已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据介绍，“航宇19”小麦新品种是在搭载“神舟十号”
飞船的小麦种子后代基础上培育的，抗性好、产量
高、商品性好、大田表现突出，已经在河南及周边省
份的200多个地方试种，平均亩产大多在1300斤以
上。③5

□本报记者 李运海

6月 2日，罗山县子路镇朱湾村，村西的一块麦田里，4台收割机
来来回回，忙着收割成熟的小麦。

种植大户陈贵权捧起麦粒，笑逐颜开：“没想到这块地收成这么
好，估计一亩地能打900多斤。”

其实，之前30多年，这块地一直在冬春季节闲置。
在信阳，由于比较效益低，农民收了水稻后，宁愿弃耕打工也不

种地，导致冬季田地大多闲置，成为“冬闲田”，俗称“白地”。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信阳有“白地”600多万亩。

朱湾村农民陈贵权是当地有名的农业“老把式”，技术熟练的他，
种的地高产稳产，收益也高。

他在本村及附近村庄流转土地5000多亩种水稻，其中，2000亩
地是去年新流转的“白地”。“田地白白闲置一个冬天，是一种巨大浪
费。”陈贵权说。

新流转的土地种什么？
陈贵权利用“白地”，分别种了 1000亩小麦和 1000亩油菜。他

说：“一亩小麦、油菜的纯收入能达到500元，基本顾住了田地的流转
费，秋季的收入都是净利润了。”

想高产，良种良法和精心管理一个不能少。油菜选的是省农科
院培育的双油195，能机收、产量高；小麦选的是优质中筋小麦。

对油菜，他充满信心。果然，5月下旬收割后，亩产高达400斤。
如今，油菜籽的价格是每斤3元多，收益可观。

对小麦，他有点担心。因为今年春季气温偏低，罗山一带降雨也
比往年偏多，对小麦生长不利。当天收割完毕一称重，他心中乐开了
花，亩产远超预期。

“把这些‘白地’种上小麦，既赚了钱，又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
贡献，何乐而不为？”陈贵权说，因为油菜和小麦的收益好，自家今年
的收入也会上个新台阶。

今年，陈贵权打算流转更多的“白地”。他说，只有把土地流转到
种植大户手中，推动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产业化发展，才能让更
多的“白地”变成多彩田园。③9

“白地”收获金小麦

宝丰农民培育小麦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

扫码看详情

截至6月3日 17时

未收未收
麦收麦收11%%——5050%%
麦收麦收5151%%——9999%%
完成完成

部分省辖市
麦收进度图

郑州149万亩
（72.5%）

许昌109万亩
（31%）

平顶山153.5万亩
（45%）

驻马店418万亩
（36%）

信阳417.7万亩
（84.6%）

南阳465.8万亩
（42.2%）

洛阳204.8万亩
（56.5%）

我省已收获小麦

2158万亩

数据来源：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开封70.8万亩
（15.3%）

焦作35万亩
（13.7%）

新乡48.8万亩
（7.9%）

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为了把好
技术推广到田间地头，我省建立了完善的基层农
技推广体系。辛钧安就是其中的一员。

作为长葛市农科所的一名农技人员，从年初
到现在，辛钧安一天也没闲着。到田里查看苗情、
到农户家里进行指导，还要随时在“新型职业农
民”微信群里答疑解惑。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
题，他就及时向上级专家请教。

像辛钧安这样的农技人员，全省有 3万多人。
他们中既有“名教授”，也有“土专家”，毫无保留地
向4400万农民义务传授种植“秘诀”。

据统计，去年全省已推广优质安全、节本增
效、生态环保的主推技术 1400项以上，农业主推
技术到位率超过 95%，累计培训各类高素质农民

110万人。
奋进“十四五”，开启新征程。建设现代农

业强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在全国前列，农
业科技创新被赋予了更高使命。

“十四五”期间，我省要打好“藏粮于技”
组合拳，不仅要夯实种业创新发展基础，打
造全国育种、制种、供种新高地，还要提升
农机装备水平，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
技术，推动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
合，充分挖掘科技增产效能。

中原熟，天下足。依靠科技的
引领支撑，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我
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底
气和信心。③6

藏粮于 开新境
——“看麦收 话重任”系列观察之四

□本报记者 赵一帆

6月 3日，杜焕永的2000多亩小麦开始收
割了，5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不停作业，5天后就
能全部颗粒归仓。

杜焕永是滑县焕永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他流转土地2000多亩，小麦种植基地
辐射周边 18 个村，年机械化服务面积 3.9 万
亩，被当地人称为“农民CEO”。

这么多地怎么种？答案是靠科技。“目前，
我们的玉米、花生、小麦生产都已经做到了全
程机械化，既提升了效率，也节省了人力、物
力。”杜焕永说。

“要发挥好粮食生产这个优势，立足打造
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推动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稳步提升粮食产能，在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为粮食生产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广袤
的中原大地上正描绘着丰收新图景。

王洪几天前才从郑州赶回老家淮滨县谷堆
乡周庄村，除了种地，他还在郑州开滴滴专车。

“以前除了农闲时候，地里离不开人，现在
耕种管收基本不需要出力，种地真容易。”5月
31日，看着收割机 20分钟就把自家的几亩小
麦收割完，王洪不住地感慨。

除了提供深耕深松、播种、喷防、收割等一
条龙作业，在河南，不少农民合作社还推出了统
一的管理模式，不仅极大解放了生产力，也推动
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科技是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省农业
农村厅科教处处长胡若哲说，农业科技进步，就
像为农业提供了一个人工智能的高效运行系
统：种子是“芯片”，良好土壤肥水栽培是“充电
宝”，药物是“杀毒软件”，机械化信息化设备是

“模块”，协调配套融合才能产生好的效能。
近年来，我省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转化

和推广应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3.3%，拖
拉机拥有量340多万台，谷物联合收割机30多
万 台 。 农 作 物 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水 平 达
85.3%，小麦综合机械化率达 98.8%，农机总动
力位居全国第二，越来越多的农民挑上了农业
现代化这根“金扁担”。

“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种子是粮食生产
的核心要素，也是粮食生产的“芯片”。

在我省，小麦持续增产，良种的贡献率接近
50%。

仅靠种子远远不够。“就像孩子，基因再优秀也
要看后天培养。”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农业农村部小
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天财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他
说的“后天培养”指的是良法，要把最好的品种种在
最适宜的地方，用最好的方法使其发挥最大的作用。

6月2日，在尉氏县张市镇沈家村，种粮大户陆
爱东的260亩小麦即将迎来丰收。据测算，每亩产
量750公斤左右。

陆爱东虽然是个种田老把式，但科技的力量还
是让他心服口服。“去年秋播比常年晚了 10天左
右，过完年遇上两次倒春寒，前两天大风将近 10

级，但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我的麦子没受到大影
响。”从“靠经验”到“靠技术”，良法让高产稳产成为
可能。

除了应对土壤、气候等客观环境的变化，种植
技术也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发生变化。

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专家李向东介绍，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是解决温饱，那时
候的种植目标就是高产。而现在，人们对粮食品质
有了更高需求，高质高效绿色可持续发展就成了粮
食生产的重要目标。

基于此，我省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
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打出“藏粮于技”的组合拳，
助力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5年来，全省粮食
总产量先后迈上 1200亿斤、1300亿斤两大台阶，
中国碗盛上了更多的河南粮。

■让高产稳产成为可能

■把技术“种在”田间地头

▼▼ 66月月33日日，，中牟县万滩镇黄河边金色的麦田丰收在望中牟县万滩镇黄河边金色的麦田丰收在望。。⑨⑨33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铮王铮 摄摄

6月3日，洛阳市孟津区常袋镇姚凹村的千亩优质小麦基地里，村民感受着麦收的喜悦。⑨3 郑占波 摄

□本报记者 刘晓波

6月 3日，淇县朝歌街道石桥村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高效节水灌溉示范
区，5000亩金黄的小麦随风起舞。

“这 5000亩全部种的是郑麦 369
优质强筋小麦，我们看中的正是它强
筋优质、抗病抗冻和高抗倒伏的特
性。”张鹰走进麦田，随手扒拉几垄小
麦，只见茎秆粗壮笔直、麦穗丰满喜
人。除地头的几垄小麦稍微有些倾斜
外，放眼望去，整个麦田丝毫看不出刚
刚经历过大风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张鹰是省现代农业大数据产业技
术研究院总经理，这片麦田正是研究
院的示范区。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对于种植大

户来说，要保证粮食产量，首先要选用
抗灾能力强的品种。”张鹰坦言，郑麦
369抗倒春寒、抗倒伏性能特别强。

淇县丰发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崔长波这几年一直从事郑麦
369的推广和销售工作。“这个品种越
来越受老百姓欢迎。”崔长波介绍，郑
麦369打破了小麦“品种优质不高产、
高产不优质”的怪圈，平均亩产 1200
斤左右，而且是订单销售。合作社与
淇县多家面粉企业签订回收协议，每
斤比普通小麦价格高 5分钱左右，全
县设置有20多个收储网点，方便老百
姓就近卖粮。

“我已经连续4年种植这个品种，
今年种了 700 多亩，最高亩产达到
1300斤，优质又优价。”淇县鑫源家庭

农场负责人赵冠军准备继续扩大种植
规模。

据悉，郑麦 369年订单种植面积
已超 300万亩，每亩节本增效 100元
以上。

“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已超
过45%。郑麦369是由省农科院小麦
研究所研发的，适宜大规模订单生
产，品质优良，可以制作优质面
包、烩面等食品。”省农科院小
麦研究所所长雷振生说，该品
种麦子磨出的面粉吸水特
性突出，制成品出品率
高，在河南省主推的优
质小麦品种中排名
前列，深受中粮
集团等省内外
大 型 面 粉 企
业认可。③9

郑麦369“强”在哪儿
麦田“芯”贡献

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