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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期关注

2月17日，农业部召开了全
国春季田管暨春耕备耕工作视频
会议，提出力争春播粮食作物面积
稳定在9.2亿亩以上，全年粮食面
积稳定在16.69亿亩以上；切实抓
好“四补贴”、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
产关键技术补助等政策的落实力
度；大力开展春耕科技服务，启动
实施粮食增产模式攻关，进一步挖
掘增产潜力，全力夺取夏粮丰收。

当日，河南省春季麦田管理暨
春耕备播工作会议同时召开，省农
业厅朱孟洲厅长在会上提出，要积
极行动起来，狠抓关键措施，扎实开
展好春季麦田管理和春耕备播工
作，努力夺取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春施千担肥，秋收万担粮。
目前，我省各地农民已开始忙于
购买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产
品，农资市场一方面是一片繁荣，
化肥品种多，新型肥料层出不穷；
另一方面是一些不法分子乘机而
入，出售假劣肥料。

本期我们编发一组春耕备耕
备肥知识及技术，供农民朋友参考。

过了元宵节，春耕高潮接踵而来。

国家发改委1月29日发布春耕备肥统

计情况称，目前化肥产量增加，库存较为充

足，春耕用肥供应总体上是有保障的。

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全国化肥产量

7432万吨(折纯)，同比增长10.9%。截至

2012年12月末，库存量超过1800万吨，同

比增长3.3%。

国家发改委预计，今年春耕化肥资源总

体上较为充足，市场供应保障程度高于上

年。尿素和磷酸二铵均供大于需200万～

300万吨，其中尿素资源量比上年增加约100

万吨，磷酸二铵资源量与上年基本持平。

我省春耕备肥情况如何呢？日前，省土

壤肥料站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我省肥

料库存量充足，随着春耕备播的开始，部分

肥料价格有小幅上涨趋势。

据介绍，根据15个国家肥料信息网点

和18个省辖市肥料信息网点反馈信息，由

于１月份肥料销售市场暂时还没有启动，整

体成交情况并没有太大起色，主流行情还是

以稳定为主。肥料价格与上月同期相比，尿

素和国产高浓度复合肥出现小幅上涨，其他

品种肥料平均零售价格基本保持持平或小

幅下跌，具体表现为：尿素平均零售价（下

同）2293元/吨，环比上涨4.5%；国产高浓度

复合肥平均零售价3000元/吨，环比上涨

2.4%；氯化铵平均零售价800/吨,环比持

平；硫酸铵平均零售价1600元/吨，环比持

平；普钙平均零售价998元/吨，环比持平；国

产磷酸二铵平均零售价3600元/吨,环比持

平；国产氯化钾平均零售价2860元/吨，环

比下降1.2%；进口氯化钾平均零售价3401

元/吨，环比下降2.7%；另据统计显示：本月

肥料销售量11479吨，比上月增加7687吨，

增幅204%；库存量53737吨，比上月增加

2351吨，增幅4.6%。

有专家分析认为，春节过后春耕开始，

随着农民对化肥需求的大幅增加，国内化肥

价格有上涨趋势。

目前,农资市场销售的化肥品种多,新

型肥料让人眼花缭乱。农民朋友在购买时,

首先要了解各种肥料的功能特点,然后再根

据本地的土壤特点及具体土壤情况正确选

择和使用。

新型肥料专用配方肥

既可当底肥施用，也可根据作物生长需

要作为追肥施用。农民可以根据自己所在

区域以及作物种植种类和作物生长阶段，选

购相应的专用配方肥料。

商品有机肥

一般作底肥施用，也可以用作追肥。在

用法上，根据土壤肥力不同推荐量也有所不

同，对高肥力新菜田，可以控制精制有机肥

用量在300公斤～500公斤/亩；中肥力新菜

田可亩施用1吨精制有机肥；低肥力新菜田

要强化培肥力度，亩需精制有机肥约1～2

吨。有机肥作底肥时，配合施用少量的氮磷

钾复混肥或磷钾肥，作底肥施入效果会更

佳。有机无机复混肥，其养分含量较高，作

底肥的用量应少于精制有机肥；在作物生长

中期还可根据情况作追肥施用。

水溶性肥

常规水溶性肥料含有作物生长所需要

的全部营养元素，如氮磷钾及各种微量元素

等。施用时，可以根据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营

养需求特点来设计配方，避免不必要的浪

费；由于肥效快，还可以随时根据作物长势

对肥料配方做出调整。

微量元素肥

施用微肥时要根据土壤中微量元素的

缺少状况，缺什么补什么，不可盲目施用或

过量施用；根据土壤的酸碱度，有针对性地

施用；根据作物对微量元素的反应选择施

用；根据天气状况补充相应的微量元素。温

度和雨量会影响土壤中微量元素的释放和

作物对它们的吸收。

微生物肥

施用时应选用合格产品，尽量减少微生

物的死亡，创造适宜的土壤环境，因地制宜

选择不同类型，避免在高温干旱条件下与未

腐熟的农家肥混用。

缓控释肥

多用于底肥，多数作物施用一次可满足

作物整个生长期对营养的要求。

土壤调理剂

目前，南果北种的设施保护地，为调节

土壤酸碱度需要使用此类肥料。 （时令）

近日，记者走访了我省一家高新技术生

物工程肥料生产企业——郑州中基肥业有

限公司。它隶属于国家转基因研究院基因

肥料项目部，是我省第一家转基因肥料工

厂，同时是国家农业部重点扶持项目，省政

府支持企业。该公司依托省农科院和河南

农业大学的多位农业专家的科研成果，以科

技、生态、平衡为原则，从2009年创建开始，

短短几年时间已发展成为我省一家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以高新技术为导向的肥料企

业。

郑州中基肥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

产生物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的公司，公司秉承

“ 只有农民认可，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理

念，致力于通过提供新型高效的“五棵松”系

列肥料产品，改善农业土壤生态环境，实现

帮助农民增产增收，提高农产品质量。

生物有机无机复混肥，是生物肥料、有

机肥料和无机肥料三类肥料的综合体，简称

“三肥合一”，它综合了生物菌的活性，有机

肥料的长效性和无机肥料速效性，另外又特

别添加作物生长所必需的各种中微量元素

和农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施用到土壤中，不

仅能补充作物所需的各种大中微量元素，还

能改善土壤环境良性发展，利用生物方式减

少病虫害滋生，从而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其生产过程比较复杂，对专业技术的要求也

很高，发酵车间的温度、湿度、生物菌的繁殖

情况等每一个生产环节都不敢有丝毫懈怠，

每批次的产品都要通过公司质检部门的高

标准检验，客户在接收产品的同时，也会收

到公司提供的该产品该批次产品质检报

告。郑州中基肥业有限公司向客户和农民

郑重承诺：含量不达标，不出厂一粒肥料；菌

种数量不达标，不出厂一粒肥料！

谈到发展，该公司领导告诉记者，公司

成立短短几年时间，“五棵松”产品就得到了

广大农民朋友和各地客户伙伴的广泛认可，

公司的销售额每个销售季度都以翻数倍的

惊人速度在增长。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发

展需求，“五棵松”肥料孟州市产业集聚区化

工园区分厂正在建设，预计2013年后期可

投入生产。

作为一家提供给农民肥料产品的企业，

在完成生产发展工作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

的社会责任。2012年夏，中基公司总经理

陈诺先生市场考察归来，提出新的企业文化

发展要求：企业要想生存发展，成就百年大

业，就必须把农民的核心利益作为“五棵松”

肥料发展的最终方向，因为只有农民认可，

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这个理念后来被归纳

为“中基之魂”。

郑州市中牟县一农民来电咨

询：冬季小麦叶子本应该绿油油

的，但我家小麦叶子却有点发黄，

这是怎么回事？

中化化肥河南分公司助理农

艺师王玲敏（植物营养专业硕士）：

冬季是冬小麦生长缓慢，身体比较

虚弱的时期，小麦叶片特别是下部

叶片经常出现发黄、干枯的现象，

一直到返青、拔节期都会发生，甚

至不断加重，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

的，需要具体分析。

第一类因素是低温、土壤干

旱、大风和霜冻等气象因素造成的

黄叶。这种黄叶整块田表现比较

一致。

第二类因素是土壤缺肥，包括

氮、磷、钾、钙等。缺乏氮素营养的

植株整体黄瘦，生长缓慢。不难理

解，缓解这种黄叶的办法就是追肥

灌水，建议大家在拔节期追尿素

10~15公斤/亩，或者追高氮复合

肥，比如中化牌30-0-5、28-6-6、

30-5-5，28-0-5系列的复合肥，

价格合理，品质保证，做小麦底肥或

追肥效果都很好，如果在小麦抽穗、

扬花期叶面再喷施些磷酸二氢钾就

更能保证小麦优质高产了。

第二类因素是土壤板结、淹水、

渍涝、盐碱害、有毒物质等，所有能

够影响根系生长甚至造成部分根

系死亡的因素都可以造成黄叶。

最后一大类因素就是病虫

害。先说虫害，造成小麦黄叶的虫

害都是在地下活动的，统称地下害

虫，防治办法是药剂拌种和土壤处

理，可用药剂如毒死蜱、辛硫磷等

进行防治。病害主要有纹枯病、全

蚀病和根腐病等三种，他们都是依

靠土壤传播的病害，所以消灭病残

体、使用腐熟肥料以及药剂拌种都

是有效的预防措施。

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称将在3月 1

日~5月31日期间部署开展涉农价格和收

费专项检查，农民建房、农村中小学、农产

品流通、农村殡葬服务、农机服务、农村有

线电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等领域的价格

和收费问题成为检查重点，同时加强对化

肥等农资价格的监督检查。

据了解，专项检查从3月1日开始，5

月31日结束，范围是2012年1月1日以

来各项涉及农民生产、生活的价格和收费

政策执行情况。检查中，要对不落实涉农

减免、优惠价格和收费政策，强制或变相

强制收取经营服务性收费，搭车收费，以

及在给农民的补贴、补偿金中违规扣减费

用变相乱收费，转移收费主体到行业协

会、中介组织等乱收费，采取以次充好、短

缺数量等手段变相提高农资销售价格和

多扣水分、杂质变相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

等隐蔽性乱涨价、乱收费行为进行严肃查

处。 （申明）

农业部发布的关于做好2013年农业

农村经济工作的意见提出，推动政策落实

机制创新，完善农业补贴办法，创新农业补

贴方式，促进新增补贴向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鼓

励补贴与生产挂钩，有条件的地方与生态

资源保护挂钩。

意见指出，抓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落实和完善，保护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

性。除了提出推动政策落实机制创新，

还提出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实力

度、积极研究和争取拓展政策支持范

围。选择1~2个主要粮食品种，在局部

地区开展良种全额补贴试点；尽快建立

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补贴制度，争取

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补助政

策，启动低毒低残留农药和高效缓释肥

料使用补助试点，推动制定粮食作物制

种大县(场)奖励政策。 （申明）

因土壤存在养分、质地、土温及酸碱度

等差别，在备肥施用方面除了根据耕地养分

含量“测土配方”外，还应“因土施肥”，才能

发挥肥料的最大效益。

土壤质地有差别

黏质土有机质比较丰富，这种耕地保水

保肥性能较好，但土壤通透性较差。因此，

施用的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追肥应该适当

提前，提倡适当减少施肥次数，尽量在需肥

的关键时期集中多施，作物切忌过量施用氮

肥，以防作物“贪青”。沙壤土土质松散，水

肥易流失。这类土壤必须重视增施有机肥，

由于施肥后见效快，追肥时应提倡“少吃多

餐”，避免流失浪费。壤质土介于黏质土与

沙土之间，兼有两者的优点，可根据适宜当

地气候作物的产量要求及其长势、长相，适

时适量施肥。

土壤“冷热”有差别

黏质土属冷性土，沙质土属热性土，壤土

属暖性土。沙质土提倡使用牛粪等冷性有机

肥，黏质土提倡施用热性有机肥，如鸡粪等，

或经过堆积发酵的牛粪。另外，由于硝态化

肥(如硝酸铵、硝酸钾等)溶解过程中产生吸热

反应，使土壤降温，因此在黏质土上切忌使用。

土壤酸碱度有差别

据有关资料，pH值为7~8的偏碱性土

壤速效氮的含量较高，施用铵态氮应注意深

施，防止其挥发造成损失。pH值为6以下

的偏酸性土壤，钾、钙等元素容易被氢离子

置换而随水流失。磷的有效性更容易受土

壤酸碱度的影响，当pH值为6~7.5时，其有

效性较高；当pH值在7.5以上时，容易与土

壤中的钙结合成难溶性磷酸钙；当pH值在

6以下时，又与铁、铝化合成难溶性磷酸铝。

因此，备肥施用时须斟酌，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 （为农）

农资价格
成监督检查重点

农业部将启动高效
缓释肥料使用补助试点

农资企业访谈 始终把农民利益放首位
——访郑州中基肥业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李晓辉李东辉

备肥施肥 因土而异

春耕备肥充足
肥料价格小幅上涨

□本报记者李晓辉

肥料品种多 看好再选择

驻马店市正阳县的一位农民

朋友来电咨询：近年来，我家小麦

田年年虫草害严重发生，该用哪些

药来防治呢？

中化化肥河南分公司助理农

艺师周晓静（植物保护专业硕士）：

开春后，麦田病虫草害开始复苏、

繁衍，不及时防治就会对麦田造成

较大危害。春季，小麦病虫害主要

有小麦条锈病、纹枯病、白粉病、小

麦吸浆虫、麦蚜、红蜘蛛、地下害虫

等。春季杂草主要有猪殃殃、播娘

蒿、荠菜、藜等阔叶杂草和节节麦、

雀麦、野燕麦等禾本科杂草。农民

朋友们可通过以下方法进行春季

麦田的病虫草害防治：

1.适时化学除草。如果春节

前没有用药，节后针对麦田的阔叶

杂草，可在3月1日左右（温度稳

定在5℃以上时），每亩用中化化

肥的苯磺隆（宽星）和氯氟吡氧乙

酸各2袋，兑水30公斤（两桶水），

均匀喷雾，注意做到喷匀、喷透、不

重喷、不漏喷；针对禾本科杂草建

议选购精噁唑禾草灵和炔草酸（炔

草酯）进行防治。

2.加强病虫害防治。针对麦

田的病虫害可于3月底4月初和

五一前后根据田间具体虫害情况，

选用中化化肥产品阿维菌素乳油

25ml、吡虫啉8g（1袋）、啶虫咪

2g（1袋）、多·酮50ml或戊唑醇

8g和多菌灵50g，禾丰露0.5袋、

磷酸二氢钾20g加一桶水（15公

斤），一亩地用水30公斤（两桶

水），均匀喷雾。

小麦叶子发黄原因多

春季麦田虫草害早预防

庄稼医院

编者的话

又到一年春耕时，当下正是小

春管理、大春备耕的关键时期，2月份

以来天气逐渐转暖，中原各地相继进

入春管、春耕、春种的大忙时节。为

服务农业，支农惠农，确保春季农业

顺利生产，国内最大的化肥生产与分

销企业——中化化肥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的河南分公司积极采取多项措

施，在货源组织、维权打假、为农服务

等方面精心组织，全力保障河南春季

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为迎接春季化肥销售旺季，中

化化肥河南分公司做好充分准备，

备好充足货源，以保障中原春耕市

场化肥供应。中化化肥多年布局形

成的强大分销网络，是中化化肥保

障基层市场供给、稳定基层市场价

格的重要基础。经过近10年发展，

中化化肥河南分公司成功搭建了河

南地区规模最大、产品线最齐全、科

技服务能力最强的农资营销网络，

向广大中原农户提供化肥、种子、农

药等全面的农业生产用品，以及配

送、咨询、科技等多样化的增值服

务。2012年，中化化肥河南分公司

顺利完成了氮肥、磷肥、钾肥、复合

肥等共计37万吨的国家商业淡储

任务；2013年冬储以来备货20余

万吨，到目前为止，已向市场投放各

种化肥超过15万吨，农药近500

吨，有力地保障了春季化肥的供应，

为河南地区农资市场价格的稳定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春耕期间，用肥量大，也正是不

良化肥厂商鱼目混珠之时。为了保

障广大农民兄弟的切实利益、维护

企业的品牌声誉，中化化肥河南分

公司积极参与河南省工商总局“红

盾护农”行动、配合河南省工商局大

力打击造假、售假等市场违法行为，

积极维护农资市场合法秩序，确保

广大农民兄弟用上放心肥、高产肥。

只有切实为农户着想，才能

保证中化化肥在农业生产中发挥

更大作用。多年来，中化化肥始终

把向农户提供优质、高效的农化服

务放在重要位置，今年春季，中化

化肥河南分公司以“科技促丰收”

为主题开展“春雷行动”，计划开展

4000余场活动，联合河南省土肥

站及河南省农技推广中心向广大

农户提供测土配肥、农化讲座、田

间示范等农技服务，通过推广使用

高效、安全的新肥种、新农药，来提

高农业生产的科技附加值和农户

的农技水平，从而促进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中化化肥作为大型涉农央企，

将一如既往地践行服务“三农”的社

会责任，凭借过硬的产品，完善的分

销网络，依托自身农化服务体系，牵

手国内外科研机构，为促进农业科

技进步、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民

增收致富，作出应有的贡献。

科技兴农促春耕
中化化肥保丰收
中化化肥河南分公司全力保障中原春耕化肥供应

中化化肥河南分公司总经理颜世来（右二）春节过后视察确山火车站货

场化肥到货情况

□本报记者李晓辉 通讯员王新波王娜文/图

随着春耕备肥季节的

到来，河南煤化集团中原大

化公司开足马力生产，在保

证农民春耕用肥的同时，秉

承“做大化良心肥”的企业

理念，加大对复合肥内外质

量的检查力度，内在质量要

求含量足、颗粒圆滑、色泽

均匀；外包装要求韧度好、

强度高，包装标识严格符合

国标。图为 2 月 25 日该公

司质量检测人员在认真检

查刚下生产线的复合肥质

量。 李玉钦摄

抓质量
保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