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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主要粮
食生产国纷纷捂紧“粮袋子”，国际粮价
一路看涨，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
决吃饭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
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
国粮。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河南省之要
者。河南粮食产量占全国十分之一，小
麦产量占四分之一强，中国碗必须多装
河南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
后四次到河南考察调研，在全国两会期
间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每次必谈农
业，必谈粮食生产，深情寄语：“河南农
业农村人口比重大，‘三农’工作任务繁
重，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
时候都不能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
给作为首要任务。”“在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

去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赴南阳
考察调研时殷殷嘱托：“夏粮丰收了，全
年经济就托底了。”

这是使命，这是责任。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河
南把“国之大者”“省之要者”“民之盼
者”记在心上、落在干上，全力以赴保夏
粮丰收，打好全年粮食丰收第一场硬仗。

党政同责保麦播面积。我省克服
去年秋汛影响，麦播面积提前分解下达
到市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 8500万
亩以上，与去年基本持平。

立足实际促弱苗转壮。省委、省政
府春节前召开常委会和常务会，专题研
究“三农”工作。省委书记楼阳生、省长
王凯先后到漯河、信阳等地调研指导小
麦生产。省委、省政府组织实施“全力
以赴保夏粮丰收”行动，把全省1900万
亩三类弱苗细化到乡到村，压实地方党
政责任，并第一时间把 2.67 亿元促弱
转壮资金下达到县，全力支持麦苗促弱
转壮。

加强病虫防控减损失。针对赤霉
病在豫南流行风险高的形势，省委专题
召开会议安排部署病虫害防治工作，省
政府印发紧急通知，省财政1月底就提
前下达1亿元资金，支持豫南地区赤霉
病统防统治。省市县三级财政累计落
实资金 5.5 亿元，支持开展赤霉病、条

锈病统防统治。省农业农村厅多次
进行专家会商，及时发布预警

信息，市县农业农村

部门组织投入专业化喷防组织 1845
个，基本实现应防尽防。

“一喷三防”促籽粒灌浆。农业农
村部召开重点地区春耕生产和“菜篮
子”产品保供视频调度会，明确实施新
的“一喷三防”政策。省委书记楼阳生、
省长王凯对此专门作出批示，省农业农
村厅、省财政厅联合下发《关于全面落
实“一喷三防”政策的通知》，第一时间
将 4.06 亿元“一喷三防”资金下达到
县。各地迅速掀起“一喷三防”高潮，累
计喷防面积达到 1.1亿亩次，实现全覆
盖，有力促进籽粒灌浆，为实现小麦单
产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惠农资金让种粮农民吃上“定心
丸”。今年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小
麦生产补贴政策，给予河南大力支持：
106.6 亿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陆续兑
付，6 月底前将全部发放完毕；首批
18.75 亿元一次性农资补贴，4月底已
基本兑付到农民手中，第二批 8.4亿元
已拨付到县，待玉米播种后确保7月底
前兑付到农民手中；促弱转壮资金、重
大病虫防控资金和“一喷三防”资金，对
抗灾减灾夺丰收、提高农民积极性发挥
了支撑作用。

科学调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
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省委书记楼
阳生、省长王凯专门听取汇报，省政府
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三夏”生产，成
立由省委副书记周霁、分管副省长武国
定为指挥长的“三夏”工作指挥部，下设
综合、交通、防控、农机、气象 5个工

作专班，出台服务保障“三夏”生产
10 条助农惠农政策、统筹疫

情和“三夏”生产 10项规
定，确保“三夏”各项

工作有序进行。

牢记嘱托党政同责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夏粮丰收保卫战
——看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如何打好全年粮食丰收第一场硬仗

抢排抢种保面积 因苗施策促转壮

苗情转化刚松一口气，病虫害的
挑战就来了。

4月 15日，郏县小麦陆续进入扬
花期，龙山街道小麦万亩示范田里，10
架无人植保机低空掠过，雾化后的药
物均匀地洒在绿油油的麦田里。这是
当地政府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对小麦
赤霉病进行统防统治。

“小麦扬花期是赤霉病防治关键
期。”省植保站研究员吕国强说，这种
被称为“小麦癌症”的病害，可防不可
治，一旦防不住，不仅小麦会减产20%
至30%，小麦品质也会大打折扣。

以赤霉病为代表的病虫害防治成
功与否，直接关系着全省夏粮的丰收
丰产。面对今年我省小麦中后期病虫
害可能偏重发生的风险，河南未雨绸
缪，给小麦治“未病”。

顶层设计，高位推动。省农业农
村厅及早制定小麦“两病”防控工作预
案，精心组织，狠抓关键环节关键措施
落实。春节过后，省农业农村厅先后

召开3次专门会议、发出7次通知进
行安排部署。组派 10个厅级领导

带队的调研指导组，分包17个省
辖市和济源示范区督促检查，有

力推进监测防控工作开展。

分区指导，精准防控。南阳、信
阳、驻马店、周口、漯河、平顶山等 6
市小麦种植面积 3000 万亩以上，是
河南“两病”防控重点区域。根据今
年条锈病见病较晚，发生期与小麦抽
穗扬花基本同步的实际情况，我省以

“两病”流行风险较高的豫南麦区为
重点，及时调整防控策略，依据小麦
生育进程，推行“见花打药，预防赤
霉，兼治条锈，一喷双防”的精准措
施，最大程度降低了“两病”流行风
险。其他地区采取“立足预防、适时
用药”，做到了应防尽防、应治尽治，
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确保关键技术落实到位，省农
业农村厅印发小麦“两病”防控技术指
导意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两不误，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和手段，开展线上会商、培
训和技术指导，召开现场会 552次，培
训技术人员 10.95 万人次，悬挂条幅
1.8 万条，张贴挂图 17.5 万张，发放资
料570余万份。

今年全省累计防治各种病虫害面
积 2.76 亿 亩 次 ，占 发 生 面 积 的
187.20%，其中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防
治面积达 8592.91万亩次，圆满

完成了省政府提出的“应治尽治、应防
尽防”目标。

5月，全省小麦陆续进入扬花灌浆
期，这是产量形成关键期。鹤壁浚县
王庄镇小滩村种粮大户魏方月组织 3
台无人植保机对自家 2430 亩小麦进
行“一喷三防”。“主要是防病害和干热
风，80%的农药都是县里免费发的。”
魏方月说。

“一喷三防”是防病虫害、防“干热
风”、防早衰，促进小麦增产的重要措
施。各地坚持特事特办，简化招标采
购程序，累计喷防面积达到 1.1 亿亩
次，实现全覆盖；科学配方、混合喷洒、

“一喷三防”，综合控制白粉病、条锈
病、赤霉病、叶枯病、穗蚜等病虫危害。

“麦田管理，病虫防治贵在迅速、
要在组织、成在精准。”省委农办主任、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宋虎振表示。今年
以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农业农村部门精心
组织，主动作为，全力以赴做好小麦病
虫害防控工作，赤霉病、条锈病等
危害为近年最轻；“一喷三
防”，实现应防尽防。

未雨绸缪治“未病”“虫口夺粮”促丰收

藏粮于地地生金 藏粮于技开新境

在麦收到来之际，全国疫情多
点散发，为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
手，全省各地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三夏”生产，采取多项举措，打好
夏收“决胜仗”。

省委、省政府及时召开全省
“三夏”生产暨夏粮收购工作会，对
“三夏”生产全面动员部署。制定
印发《“三夏”生产工作方案》，出台
服务保障“三夏”生产 10条助农惠
农政策、统筹疫情和“三夏”生产
10项规定，确保生产有序进行。

机收大会战，确保颗粒归仓。
“三夏”期间，全省投入农机400万
台（套）以上，其中联合收割机 18
万台。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 5 万
张，设立收割机加油专用点 1460
个、给予每升3%以上优惠，设立绿
色通道 826 个、跨区机收接待站
400多个，免费为跨区作业机手提

供机收和气象信息服务，开通省市
县三级 24小时服务热线，服务保
障农机作业。成立应急抢收队、服
务小分队 617支，为封控管控区农
户、无法返乡农户和困难农户提供
抢收抢种服务。

减损大比武，耕耘“无形良
田”。5月 26日，唐河县湖阳镇张
湾村的麦田，10 台联合收割机一
字排开，同台竞技，河南省小麦机
收减损技能大比武第一站在这里

“开打”。除此之外，省农业农村厅
还在鹤壁淇县、漯河召陵区、商丘
睢县、周口太康等地举办四场小麦
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50 万

亩以上的小麦生产县，普遍开展机
收减损大比武活动，提高广大机手
的机收操作技能，确保全省小麦机
收损失率控制在2%以内。

夏收连着夏种。今年，河南充
分发挥农机作业优势，组织农民抢
时早播，收一块、种一块，重点抓好
100万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多措并举，确保种足、种好。“我们
将确保秋粮面积稳定在 7600万亩
以上，全年粮食生产目标稳定在
1300亿斤以上。”宋虎振说。

夏麦粒归仓，禾苗翠叶长。粮
安天下，广袤中原大地展现新作为
新担当！

多措并举助“三夏”打好麦收“决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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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育成小麦品种数量和质量

均居全国领先水平

种植小麦的85%以上

都是自育品种

全省累计防治各种病虫害面积 2.76亿亩次

占发生面积的 187.20%

其中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防治面积

达8592.91万亩次

我省已累计建成高标准

农田 7580万亩

总面积位居全国第二

全省主要农作物

良种覆盖率超过97%

小麦综合机械化率接近 100%

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4.1%

①浚县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麦播启动。
②在卫辉麦田里，返青期的麦苗生机勃勃。
③在中国农科院农田灌溉研究所试验田里，大型喷灌机正在灌溉。
④洛阳市孟津区会盟镇麦田里，20台无人植保机在进行“一喷三防”。
⑤数台联合收割机在西平县老王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集中作业。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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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天中麦客”在麦田中驰骋收割。
⑧柘城县起台镇农民喜获丰收。
⑨专家在浚县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指导开沟排水，抗湿播种。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⑦⑦

□刘晓波 刘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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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1日，浚县 30万亩高标准农
田示范方核心区迎来大规模机收。种
粮大户周位起流转的白寺坡蓄滞洪区
3000亩地正位于示范方核心区，测产
每亩在700公斤以上。

一年间，周位起的经历可谓悲喜
两重天。去年受持续降雨影响，他播
种的 3000 亩玉米绝收，等到 10 月份
该种麦子了，地里还是汪洋一片，旋
耕、晾晒、再旋耕、再晾晒，直到 10月
底麦子才勉强种进去。整个 30万亩
高标准农田示范方 11月上旬才播种
完毕，比往年推迟了一个月。

去年，汛情灾害叠加疫情，河南麦
播作了大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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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播期整体推迟7—15天。

麦子能不能种上？面积能不能保
住？当时很多人都心存疑虑。

越是危难之时，越需要努力和底
气。麦播是夏粮生产第一仗，种足种
满小麦，夏粮乃至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才有基础。

省农业农村厅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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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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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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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当地抢
排田间积水，抓好机具检修，抢抓农时
整地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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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各地抓好晚
播应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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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去年秋
冬，农业农村部门积极会同发展改革、
工信、供销等部门确保种子、化肥、农
药等农资总体稳定供应，保障麦播生
产需要。

围绕种足种好小麦，省农业农村
厅派出 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深入田
间地头，蹲点包片，面对面、手把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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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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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1月 12日，全省麦播基本结
束，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继续稳定在

8500万亩以上。
面积保住了，人们又开始担心麦

苗能不能长好？
我省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有

1000万亩小麦晚播。越冬期一、二类
苗比例较往年同期减少 10.9%，三类
苗比例较往年同期增长11.5%。

针对晚播面积大、苗情长势弱等情
况，省农业农村厅聚焦强化技术示范引
领、重大病虫防控、灾害天气防范、技术
指导服务、加快农田设施建设、农资稳
产保供，全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立足早服务、早动员、早管理，省
农业农村厅提前印发春季麦田管理技
术意见，编印 10万份技术挂图张贴到
村，组织 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通过
电视、远程专家系统、12316 等手段，
指导农民落实促弱转壮、防控病虫、防
范冻害等关键技术措施。

以“促弱控旺”为目标，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发动农民和社会化服务组
织，分类抓好麦田管理。对三类弱苗，
突出“早”字，抓好“促”字，抓住返青起
身关键期，早划锄、早追肥，促苗早发
快长。对一二类麦田，坚持促控结合，
抓牢起身拔节期，适时浇水追肥，保苗
稳健生长；对有旺长趋势麦田，做到以
控为主，通过推迟肥水、适当重压、深
锄断根、化学调控，控旺稳壮，全省累
计追肥5600多万亩、浇水5022万亩。

返青期结束，我省一、二类苗占比
达到 93.5%，与去年基本持平，苗情好
于预期。

大地金黄，麦浪翻滚。6 月 6
日，汤阴县菜园镇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内，几台收割机在滚滚麦浪中穿
梭，一派繁忙景象。

“虽然去年遭了灾，小麦播种
较迟，但这块地里，有先进的水肥、
监控、田管系统，种的是高产稳产、
抗病性好的良种，亩产达到 650公
斤！”菜园镇种粮大户史国臣捧起
一把麦子，满脸喜悦。

大灾之后，关键之年，河南牢
牢扛稳粮食安全责任，守住耕地保
护红线，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强
化科技支撑，加快种业振兴，提高
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
田。

早在 2012 年，我省就开始实
施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设工程，
规划建设一批百亩方、千亩方和万
亩方，实现“田成方、林成网、渠相
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大
批中低产田经过改造变成了高标
准粮田，实现了保粮田面积、保粮
食产量、保农民收益的“三保”目
标，改变了河南农业“靠天吃饭”的
局面，助推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

自 2020 年以来，我省在全国
率先开展高标准农田示范创建，按
照“建设标准化、装备现代化、应用
智能化、经营规模化、管理规范化”

“五化标准”，打造了一批亩均投资

在 3000 元左右的高标准农田“升
级版”，为全国树立了标杆。

截至去年年底，我省已累计
建成高标准农田 7580 万亩，总面
积位居全国第二。河南高标准农
田建设工作连续三年获得国务院
督查激励奖励，是唯一连续三年
获得激励奖励的省份；率先完成
农田水利设施排查整改，从根本
上破解农田机井管护难题，两次
在全国会议上介绍经验；构建集
中统一高效的管理机制、创新电
力设施建管体制机制、开展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创建、健全项目建
后管护等经验做法多次被国家部
委在全国推广。

放眼全省，耕地面积稳定在
1.14亿亩以上，高标准农田随处可
见，更多“望天田”变成“高产田”，
今年很多小麦高产纪录在“藏粮于
地”的广袤田畴中诞生。

风吹麦浪翻滚，中原遍地金
黄。小麦丰收，良种是关键密码。

郑麦 136 在延津县司寨乡小
仲村万亩示范方，亩产 740公斤，
比去年高约150公斤；丰德存麦20
在延津县通郭村千亩高产示范方刷
新亩产纪录……全省多地高产示范
方大灾之后的测产成绩，展现了河
南良种的潜力和空间。

2009 年以来，我省通过国家
审定的小麦新品种数量，占全国近

三分之一；全国小麦育种领域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的共11个，河南占5
个，河南育成小麦品种数量和质量
均居全国领先水平，种植小麦的
85%以上都是自育品种，形成了适
合本地土壤、气候条件的种子谱
系，高产、稳产、抗逆性强。

河南首家种业省实验室——
神农种业实验室揭牌，国家生物育
种产业创新中心加快建设，“中原
农谷”蓄势待发……创新赋能农业
强省建设，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
的翅膀。

“小麦从种到收 240 天，就像
婴儿生下来会有七灾八难，中间需
要在土肥、灌溉、植保、机收等多个
环节上下功夫。”郭天财说，虽然品
种是农业生产的第一关，要丰收还
需要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
合。

夏粮一天不到手，良技指导一
刻不放松。18个省级小麦专家指
导组和1.3万名农技人员常年奔波
在田间地头，传经送宝。从深耕细
播、病虫害防治到科学追肥、“一喷
三防”，提供全周期技术服务。

大面积丰收丰产，小面积高产
典型不断涌现，科技在关键时刻展
现出“硬核”实力。据统计，全省主
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7%，小
麦综合机械化率接近 100%，全省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4.1%。

6月13日，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基本结束，完成小麦收获面积8500多万亩。

“据实地跟踪调查和各地反映，已收获小麦普遍呈现‘三高’：产量高、质量高、售价高，今年又是一个丰收

年！”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这样评价。

自麦收“开镰”以来，各地小麦增产捷报印证了郭天财的判断：

“亩产首次突破900公斤。”6月 6日，延津县塔铺街道办事处通郭村千

亩高产示范方实打实收测产；“亩产740公斤，比去年高约150公斤。”6月7

日，延津县司寨乡小仲村万亩示范方实打实收测产。农业农村部、省农业农

村厅相关负责人，中国农科院和省内专家见证了这两场测产。豫东周口全

市大田亩产540公斤左右，比去年高出近40公斤；豫北滑县种粮大户王付

强小麦晚播两个月，亩产仍然达到576公斤……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今年夏粮从播种开始就自带“流量”。去年受秋

汛影响，我省小麦大面积晚播，河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这场来之不易的

丰收。

河南粮食产量连续16年超过1000亿斤，连续5年超过1300亿斤，今

年晚播小麦再获丰收殊为不易。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农业农村

部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河南省委、省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扛

稳粮食安全重任”的殷殷嘱托，把夺取夏粮丰收作为“三农”工作的头等

大事，坚持分区分类、精准指导，突出抓好晚播弱苗促弱转壮，大力

开展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全面落实“一喷三防”全覆盖，科学

调度机收跨区作业，加之天气条件总体有利，夏粮生产

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实现转化良好、丰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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