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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2日，全省麦播基本结束，已播种

8502.2 万亩，继续稳定在 8500万亩以上，

已出苗7974万亩。

8502.2 万亩来得太不容易。在党中

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农业农村部大力

支持下，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和防汛救灾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上下一心，千

方百计稳定面积；动员各方力量，全力组织

排水散墒；坚持分类施策、抢抓农时整地播

种，全力打好抢排抢种攻坚硬仗。

全省麦播工作从 10月 8日陆续展开，至

11月 12日基本结束，全省麦播面积与常年总

体持平，基本实现能种尽种、应种尽种、面积

稳定。

□刘晓波

全力打赢麦播攻坚硬仗
——全省农业农村系统战汛情保麦播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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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种麦真难呀！”严重的汛情灾害，差点让50岁
的淇县西岗乡卧鸾村种粮大户李文周把地撂荒。他流转
的良相坡蓄滞洪区600亩土地积水最深2米多，10月10
日地里才不见明水，10月20日才具备整地耕作条件。

10月 30日，浚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麦播
工作正式启动。而就在两个多月以前，这里还下不去
脚，大型机械进不了地。7月中旬以来，受多轮强降雨
和上游持续泄洪影响，浚县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
被水淹没长达两个月之久，农作物全部绝收，生产设施
损毁殆尽，粮食生产能力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7月份以来，河南遭遇严重汛情灾害，麦播期间，全
省农田积水面积最高达到 425 万亩，10 月中旬仍有
60%以上的农田土壤偏湿，积水排除困难、农机无法作
业、作物秸秆难以处理、湿渍地块散墒慢，小麦播期整体
推迟7—15天，麦播进度一度较上年同期慢2800万亩、
慢33个百分点。汛情灾害叠加疫情，麦播作了大难。

再难也得扛下来。麦播是夏粮生产第一仗，种足
种满小麦，明年夏粮乃至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才有基础。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
任何时候都是真理。河南粮食总产量占全国十分之
一，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强。粮食总产量连续四
年突破1300亿斤，小麦产量稳定在700亿斤以上。端
牢中国饭碗，离不了河南粮。

在中原这片沃土上，习近平总书记登高望远，擘画全
局，念兹在兹，期许殷殷。从2014年至今，习近平总书记
每次来河南，必看农业、必谈粮食生产，强调“河南农业
特别是粮食生产，是一大优势、一张王牌，这个优势、这
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今年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
在赴南阳淅川陶岔渠首考察途中临时下车，走进一处
麦田察看小麦长势。看到丰收在望，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夏粮丰收了，全年经济就托底了。

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稳粮食安
全重任，把种足种满小麦作为今年“三农”工作的重中之
重，及早谋划，科学应对，上下联动，形成合力保麦播。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三秋”生产和抗
灾救灾工作；省政府先后召开 2次常务会议、2次分管

市长会议，研究安排秋收麦播，要求千方百计稳定小麦面积，扛
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全省“三秋”生产会、全省深化供销合作
社综合改革推进会、全省流转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专项整治
电视电话会议等多个会议对麦播工作持续部署。

省委书记楼阳生、省长王凯先后 10次作出批示，要求坚持
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全力抓好秋收秋种，切实保障粮食生产，坚
决打赢秋冬种硬仗。副省长武国定调度指挥，国庆假日，采用

“四不两直”方式，到周口、漯河、许昌等地调研秋收进展和麦播准
备情况，先后赴鹤壁、新乡等灾情严重地区调研指导麦播。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抗灾保麦播工作的紧急
通知》和《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实施意见》，安
排部署确保麦播面积稳定、全力排除农田积水、提高小麦播种质
量等重点工作，确保麦播有序推进。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麦播面积提前分解下达到市
县，麦播进度每天通报市县党委、政府，逐级压实地方主体责任。
积水面积较大地区，省包县、市包乡、县包村，分片包干、责任到
人、建立台账，压实包保责任，实行销号和日报制度，克服一切困
难，力争麦播面积不低于上年，确保全省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

为保证种足种满种好小麦，各地纷纷主动作为。
淅川县位于豫、鄂、陕3省交界处，与淅川县毗邻的湖北省、

陕西省部分县市小麦条锈病秋季菌源量很大。淅川县政府拿出
260万元，对小麦种子包衣拌种，守好河南小麦条锈病防控的

“南大门”。
周口、商丘、驻马店产粮大市稳定小麦种植面积，发挥政府

引导服务、宏观调控的职责和功能，强化奖罚机制，制定奖惩制
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市县政府成立由政府督查室和农业
农村部门组成的督查组，定期检查评比，对先进单位进行表彰奖
励，对工作不力、任务完成不好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豫西丘陵旱地历来就有“墒到不等时、时到不等墒”的种麦
习惯，今年墒情适宜，小麦一播全苗，苗匀苗齐苗壮。

豫北汛情灾害严重、积水时间长的地区全面落实晚播小麦
“四补”技术，能早尽早、应种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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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播关键时期，省委、省政府及时组织农业
农村、气象等部门和专家，分析研判生产形势，研究
制定应对措施，指导各地分类施策，种足种满小麦，
坚决打赢抗灾麦播硬仗。

省农业农村厅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时状态，
派出 9个厅级领导带队的工作组分包 17个省辖市
（含所辖直管县）和济源示范区，开展指导工作。指
导地方尽快疏通沟渠，抢排农田积水，开沟散墒、排
除暗水，为秋收麦播创造条件；指导地方加强农机
调度，通过紧急调集履带式等收割机械、动员农民
人工收获等方式，抢时收获秋作物，做到应收尽收，
同步做好晾晒烘干，防止霉变发芽；指导地方做好
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准备和市场监管，确保种足
种好小麦。

结合专家多年研究成果及今年特殊情况，省农
业农村厅制定晚播小麦应对预案和“四补”技术对
策，组织专家先后制定印发《全省麦播技术指导意
见》《河南省晚播小麦技术指导意见》《河南省小麦
抗湿保麦播因苗抓田管技术方案》等，组织印发《小
麦抗湿应变播种与田管技术挂图》《晚播小麦“四补
一促”技术明白纸》，张贴到村、到组，技术到户、到
人，并及时举办全省晚播小麦抗湿播种远程网络培
训班，指导各地抓好晚播应对，指导农民以“种”补
晚，将种子调整为耐晚播早熟的半冬性品种；以

“好”补晚，做到精细整地、适当浅播；以“密”补晚，
适当增加播量；以“肥”补晚，施足施好底肥，适当增
加前期氮肥施用比例，提高播种质量。同时，针对
湿度偏大、病害发生风险高的实际情况，组织抓好
杀菌剂、杀虫剂包衣拌种，努力降低苗期发病风险。

农业农村部门积极会同发展改革、工信、供销
等部门保障农资供应，备足“粮草”。我省今年小麦
种子生产总量在 19亿公斤左右，用种量在 12亿公
斤左右。常年秋冬种化肥用量为 200 万吨（折
纯）。农药市场供应较为充足，满足了种子包衣拌
种需要。今年秋冬种种子、化肥、农药供需总体稳
定，保障了麦播生产需要。

省农业农村厅派出9个农机调度组分赴积水严
重的11个地市开展农机生产服务指导工作，指导各
地抢排田间积水，抓好机具检修，抢抓农时整地播
种。

围绕种足种好小麦，省农业农村厅派出18个小
麦专家指导组，开展小麦生产全程技术指导服务工
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专家和全省农业农村系
统2.3万余名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蹲点包
片，面对面、手把手地指导农民落实关键技术措
施。通过电视广播、短视频、微信公众号、发放明白
纸等方式，大力宣传麦播关键技术和防灾减灾措
施，线上线下打通麦播“最后一米”。

为了啃下麦播最后的“硬骨头”，省农业农村厅
成立麦播攻坚重点县工作指导组，对积水湿渍地
块、麦播困难较大的 8个县市（汝州市、滑县、长垣
市、汤阴县、浚县、卫辉市、武陟县、濮阳县）开展重
点指导。

麦播攻坚重点县工作指导组指导当地制定相
关政策措施，分类施策。一是对田间有积水的地
块，抓紧调动大型机械，深挖田间排水沟，调动大功
率抽水机械，加大排水力度，尽快排除田间积水，为
小麦播种争取时间。二是对于明水已退但土壤湿
度仍很大的地块，做好土壤降湿散墒，利用开沟沥
水、翻耕晒墒、清除地表秸秆等措施，尽快将土壤湿
度降到适宜耕种的程度。三是小麦专家和农业技
术人员继续下沉一线，点对点、面对面开展技术服
务，指导农户根据墒情定播期，根据播期定播量，抢
时早种，能种尽种，同时，通过电视广播、短视频、微

信公众号、发放明白纸、张贴晚播技术挂图等方式，
大力宣传排涝降渍播种技术落实，确保关键技术进
村入户到田，将今年小麦种足种满种好，为明年夏
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在省农业农村厅派出的这些工作组指导下，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全力组织排水散墒。对水库、河
道，加强水情调度，尽快降低河道水位，为农田排水
创造条件；对积水地块，抓住 10月中下旬以来天气
晴好的有利时机，坚持工程排水和机械抽水相结
合，调集挖掘机械7.8万台、抽水机械2.8万台，疏通
沟渠 5458公里，加快排除田间明水；对湿渍地块，
乡村两级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开沟散墒，排除田间暗水。到 10月底，全省农田积
水面积降至 6万亩，土壤湿渍面积降至 60万亩，为
小麦大面积适期播种创造了有利条件。

参照省包重点县的做法，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落
实市包重点乡、县包重点村的包保责任，将积水、湿
渍面积落实到乡、到村、到地块，建立工作台账，跟
踪工作进展，实行销号制度。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坚持因地因墒因时分类推
进，确保条件具备一块、整地播种一块，努力扩大适
期播种面积。对墒情适宜地区，以精细整地、精量
播种为重点，投入拖拉机155.6万台、旋耕机 21.7万
台、播种机 61.5 万台，抢抓农时季节，加快整地播
种进度，力争播在适期内；对土壤偏湿地块，采取
人工清除田间秸秆、旋耕机械浅旋散墒等措施，争
取尽早整地播种；对晚播小麦，及早做好晚播种子
和技术应对，努力实现种足种好。全省适期播种
面积达到 7300万亩，占麦播面积的 85.9%，明显好
于预期。

从豫北到豫南，从豫东到豫西，千里沃
野麦苗如茵，初冬的中原大地一派生机。

当前，全省小麦已出苗 7974 万亩，预
计到 11月 20日已播地块能全部出苗。今
年晚播小麦面积大、冬季冷冬风险高，加之
小麦生育期间面临“关口”多，抓好管理对
夺取丰收尤为关键。

“种子落地，管字上马”。日前，省农业
农村厅印发 2021 年小麦冬前管理的技术
指导意见，今年我省小麦冬前管理以“保麦
播面积稳定、保麦苗安全越冬”为目标，按
照“因地因苗施策、早管细管适促、增温保
墒防冻、促根增蘖保壮”的技术路线，立足
一个“早”字，落实一个“好”字，科学分类管
理，促苗稳健生长，保苗安全越冬，奠定丰
收基础。

切实加强冬前麦田管理。尚未播种地
块，要抢抓农时，种足种好；播期偏晚地块，
要增温保墒、促苗生长。晚播小麦出苗后
可适时浅耕划锄，促苗早发快长，酌情补水
补肥；正常播种地块，要查苗补种，因地因
苗适时镇压，化学锄草早防病虫，稳壮控
旺、保苗越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应
对寒流天气，确保小麦安全越冬。

接续抓好春季麦田管理。严把小麦拔
节期干旱、孕穗期“倒春寒”、扬花期赤霉
病、灌浆期干热风、成熟期“烂场雨”5个关
口，抓好春季肥水管理、赤霉病和条锈病害
统防统治、灌浆期叶面喷肥等关键措施落
实，打牢夏粮丰产基础。

突出抓好冬春农田建设。切实抓好水
毁高标准农田修复工程，力争年底前全面
开工建设。全面完成农田水利设施排查整
改，跟进管护措施，建立管护机制。高质量
完成今年75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力
争实现“当年项目当年发挥效益”，为粮食
生产提供基础支撑。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宋
虎振表示，全省各级农业农村系统将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精神，锚定“两个确保”，立足
抗灾抓生产，切实加强小麦生产管理，夯实
夏粮丰产基础，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河南新贡献，谱写
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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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油油的麦田生机勃勃绿油油的麦田生机勃勃

10月 8日，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主持召开
省小麦专家指导组工作交流及形势会商会议，听取
18个小麦专家组组长麦播技术指导工作情况汇报

10月 12日，18个小麦专家组分包鹤壁市专
家组组长毛凤梧研究员在浚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
示范方指导开沟排水，抗湿播种

10月 26日，8个麦播攻坚重点县指导组分包
滑县专家组成员孙化田研究员在滑县指导麦播

浚县浚县30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麦播启动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麦播启动

（本版图片均由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