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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优质玉米杂交种——漯单9号

农民喜欢的玉米品种15

县乡来风

该品种的四大优势：

活秆成熟，株型紧凑，生长健

壮，根系发达。

大穗早熟，无秃尖，无烂穗。

出籽率高，高产稳产，增产潜

力大。

抗旱耐涝，抗病抗倒，综合抗

性好。

特征特性：株高250厘米左

右，穗位适中，穗长20～25厘米，

穗粗5～6厘米，穗行数16行左

右，黄粒、半硬粒型，黄淮海夏播生

育期95天左右。

适宜区域：适宜在河南省、陕西

省及同类生态区域中高肥力地种植。

栽培要点：6月中上旬播种，

适宜密度为3500～3800株/亩。

建议播种时亩施5～10公斤磷酸

二铵及钾肥作底肥，可在拔节期

及大喇叭口期追肥，注意苗期蹲

苗。适时收获，增加粒重，提高产

量。

举办支付业务现场观摩培训班

近日，博爱县农信联社举办了

支付业务培训班，对全辖临柜人员

进行现场观摩培训。联社财务会

计部负责组织此次培训班，并指派

专人进行现场演示讲解，为支付业

务即将上线做好铺垫，力保所有临

柜人员都能熟练操作系统，更好地

为客户办理相关业务，方便更多需

要此项服务的各方客户群。该支

付业务系统上线后，小额支付业务

处理同城或异地、金额在规定起点

下的跨行贷记支付业务和借记支

付业务。 （卫咏菊）

开年抓开局新年树新风

近日，博爱县农信联社组织召

开经营工作会议，通报2012年工

作情况并安排部署2013年工作。

联社党委积极响应新一届党中央

改进会风的号召，开短会、讲短话，

整个会议开了不到半个小时，安排

部署工作简明扼要，直奔主题，以

会风树新风。会上，祝兴金理事长

提出“早、快、狠、准、新”五字工作

方针，即在目标分解上抓一个“早”

字，在工作落实上抓一个“快”字，

在组织资金上抓一个“狠”字，在贷

款投向上抓一个“准”字，迎难而

上，团结拼搏推进“首季开门红”顺

利实现。此次会议的召开，吹响了

博爱县农信联社2013年度各项工

作全面开启的号角。 （卫咏菊）

原阳县国税局实现首月开门红

截至目前，原阳县国税局强化

局长包片、科室包点制度，对全年收

入进行预测，深入重点税源企业、新

办企业，摸清税源底数，继续深化纳

税评估工作，累计完成税收997万

元，占市局分配当月计划900万元

的110.78%。 （娄随立韦亮）

2月25日早上不到8点，济源市玉泉蔬

菜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就在蔬菜大棚里忙

碌起来。笔者在其中一个彩椒大棚看到，中

间地带的彩椒苗已被拔掉，腾出了一大片空

地，地上铺着的整洁的塑料薄膜上堆放着刚

刚采摘的彩椒、紫茄、西红柿、黄瓜。十几个

社员有的分级筛选，有的装箱封口，不时地

还有刚刚采摘的蔬菜往里运输。

“所有蔬菜都要当天采摘，当天装箱，当天

运输，保证新鲜。”合作社理事长康有亮一边指

导大家装箱，一边忙里偷闲跟笔者聊了起来。

康有亮说，去年11月他到郑州参加农博会时，

郑州、洛阳的客户就向他下了订单，大约2000

箱。另外，本地市场需求量约5000箱，合作社

的蔬菜全部就地销售，价格远高于市场零售

价。“春节是一年销售的最高峰，我们要求社员

们冬至以后就不再施药，确保上市蔬菜无农药

残留。”康有亮告诉笔者。

北水屯居委会的牛和平今年种了一棚彩

椒，或红或黄的彩椒挂在枝头，格外惹眼。笔

者问：“这一棚彩椒能卖多少钱？”牛和平说，

这一棚彩椒产量四五千斤，能卖3万多元。

玉泉菜农1986年开始种菜，经验丰富，菜

的品质有保证。合作社成立后，又完善配套了

一系列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指导农

户严格按照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进行生

产。现在，合作社种植户近1300户，大棚

1800余座，所有社员从育苗到土壤管理均按

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规程进行，杜绝使用

国家明令禁止的药剂。

在蔬菜生产基地，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

心还为合作社建立了检测室，确定专门人员

每天对基地生产的蔬菜进行检测，杜绝不合

格蔬菜上市。去年，合作社每个月检测样品

1000个左右。检测合格的，通知社员上市销

售；检测不合格的，立即通知社员不准销售，

在市级质检部门再次检测确认后，对本批次

产品进行监督销毁。 （李建东）

大棚外，寒风刺骨；大棚内，温暖如春。

2月20日，在位于上蔡县齐海乡境内的秀真

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草莓大棚里，碧绿的

藤叶、鲜红的莓果相映成趣。

“来我们这里买草莓的有开车路过的客

人，也有慕名前来自行采摘购买的游客。今

天生意很不错，已经卖了100多公斤了。”合

作社负责人朱秀真向记者介绍，10多年前

她曾在北京从事蔬菜经销生意，近几年随着

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她选择了回乡创

业。从2009年开始，她通过土地流转承包

了240亩地，创办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主

要种西瓜、红薯、豌豆、草莓、西蓝花等高效

经济作物，常年带动当地100多人就业。

为了迎合市民们在冬日里的尝鲜心理，去

年11月，她种植了20多亩“红岩”、“丰香”反季节

草莓，销售十分走俏，适逢春节，价格也相对较

高，最高每公斤卖到40元。朱秀真说：“不用催

熟剂，不打农药，施的是鸡粪和其他有机肥，地面

用尼龙纸严密覆盖，起到发酵和杀菌的双重作

用，种出来的草莓绿色环保、无公害，口感好、品

质佳，深受消费者青睐，每亩可盈利1.5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上蔡县草莓销售遍及全

省，年产草莓鲜果1万吨，产值近亿元，带动

1000多户农民种植草莓致富。如今，上蔡

县已形成基地、科技示范园、育苗中心、专业

市场、专业合作社、草莓观光园等完整的产

业化体系和集种、加、销于一体的草莓产业

化运行机制，草莓已经成为该县农民增收致

富的支柱产业。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海波）

2月 20日，内黄县宋村乡亿农菌业发展有限公司亿农食用菌种植合作社社员正在采摘杏鲍菇。为拓宽群众致富渠道，该乡

返乡农民工张长海组织农户成立了食用菌种植合作社，并投资 5500余万元建成了一座占地 30亩的工厂化杏鲍菇生产基地，目前

已形成日产 10吨杏鲍菇的生产能力，实现了农产品工业化，产品远销北京、郑州、太原等地，且供不应求。 付海鹏摄

济源：蔬菜检测进基地

上蔡：草莓园里春意浓

新乡市作为我省重要的粮食

生产市，新品种引育试验示范推广

工作始终走在全省前列，高产优质

新品种的推广为增加农民收入、全

省粮食实现九连增做出了突出贡

献。数据显示，新品种的推广促使

新乡市去年的粮食总产比“十一

五”增长9.6%，单产增长6.6%。

民以食为天，农以种当先。

目前，新乡市已经顺利完成了小麦

第九次、玉米第六次、水稻第六次

新品种更新换代。新乡市有10余

家科研机构从事农业科研工作，该

市的新品种选育工作在全省居于

领先地位。

据新乡市种子管理站李璐站

长介绍，从实施品种审定制度以

来，截至2012年底，该市通过国审

省审的品种达105个。“十一五”期

间省审品种达43个，占全省同期

审定品种的10.5%，2001年至今

新乡市通过省审品种达28个，占

全省同期审定品种的35.1%。

新乡市种子管理站通过建立示

范方示范田、召开品种观摩会、发布

品种布局意见等形式，积极引导大

力宣传扶持企业开发新品种，使一

些综合性状优良的品种迅速推广。

以百农矮抗58为例，2005年通过

审定，2008年种植面积就达146万

亩，从试验到开发推广仅用3年时

间，目前已成为我省主导品种。截

至目前，新乡市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达95%。近年来由于推广应用了高

产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该市的优质

强筋小麦已成为我省农业生产一大

亮点和一项优势产业。

(本报记者孙志刚通讯员范守学)

一条3米多宽的山道曲曲折折通往山

顶，各类果树在山上分片种植，果树下套种

着多种中草药材，近日，笔者在鲁山县瀼河

乡袁寨村村民陈狗毛的带领下，参观了他立

体开发的长寿山。

陈狗毛是当地出了名的能人，开发荒山

前一直在公路旁经营加油站生意。2008年

春天，他看到袁寨村南部的长寿山有1100

多亩山地，由于离村子远，加上山高坡陡，多

年来一直是荒草一片，决心对长寿山进行开

发。

说干就干，陈狗毛转让了加油站生意，

与村委会签订了开发协议。开发过程中，他

多次到外边参观学习荒山开发大户的经验，

聘请林业技术人员上山指导，然后自己结合

实际制订开发方案。由于准备到位，规划合

理，陈狗毛修山道、种果树、管理果园没走一

步弯路。

一些村民见他把荒山治理成梯田，也纷

纷承包起荒山。2011年5月，陈狗毛联合同

样从事荒山开发的李万青、刘艳伟、郑海山、

陈建明等农户，成立了鲁山县长寿山核桃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了资金互助、技术

共享、组团式发展。

为改变林业种植比较效益差的状况，陈

狗毛把科技含量高的8518薄皮核桃作为合

作社的主打品种，同时分区域种植了桃、李、

杏、柿子、石榴等林果品种。为实现利润最

大化，陈狗毛率先引进丹参、白术、白芷等中

草药种子，在果园里套种，搞起立体种植。

截至目前，陈狗毛的荒山开发面积已达

480亩，种植各类果树2.7万多株，套种药材

130多亩，短短几年就见到了可观的效益。

陈狗毛劝说妻子、儿子上山和他共同奋战，

果园还为10多名村民提供了劳动岗位。

沿着曲折的山道走到山顶，放眼望去，

片片果林尽收眼底，蕴藏着无限的生机。陈

狗毛满怀信心地对笔者说：“三年后，我的荒

山开发面积将达900亩以上，长寿山核桃品

牌必将在我们这一带叫响，产值先不说，光

为村民创造劳动岗位预计超过 80个。”

（刘志远 王永安贾志琼）

冬春修剪是生产高档精品梨果的主要

技术，下面对我省主要梨品种的修剪特点进

行简单介绍。

黄金梨 对黄金梨幼树要轻剪长放，除

对中心领导枝要重短截外，一般枝条如需短

截，应尽量轻截或中短截。对连续结果2～3

年的结果枝，要及时进行回缩更新，要用新

枝条代替老化的枝条。黄金梨的修剪总结

起来就是一句话：“前轻后重”，即前期要轻

剪，后期要重剪。

圆黄 圆黄适宜的树形为主干疏层形。

一般情况下对圆黄幼树要轻剪长放，以剪去

枝条长度的1/4～1/5为宜，尽量利用腋花芽

结果，结果后要适当回缩，以形成稳定的结果

枝组。对发育枝，一般要采取缓放，以换取比

较多的花芽，提早结果和提高产量。

中梨1号 幼树采用吊枝、撑枝等办

法，增大分枝角度，要适当短截和刻芽目伤，

以促发短枝，扩大结果体积，尽量不疏枝。

对短果枝群不必进行精细修剪，而是将长枝

组轮换回缩更新，并在初果期用轻截缓放法

培养大中型枝组。

酥梨 盛果期修剪多采用短截或回缩

的手法，去弱留强，并注意合理负载，适量留

花，对衰弱枝组及时更新复壮。金顶谢花酥

梨大、小枝组容易变旺，以致主次不清，待进

入盛果期树势缓和后再处理。另外，由短果

枝形成的小枝组一般分枝不多，故不宜对枝

组内分枝进行疏剪，而对过长的衰弱大、中

型枝组，应注意缩剪复壮。对长势较旺的

树，中长枝组多甩放，结果后再回缩。对中

枝和较长的果台枝，则采用先放后缩的方

法。

农家肥大多来源于动物粪便，这些有机

肥未腐熟时其养分状态是缓效性的，不能被

果树根系直接吸收和利用，如果将其施入，在

地下腐熟过程中易产生热量，造成根部灼伤

（俗称“烧根”），引发根腐病。

营养释放与树体需肥不同步，秋季施入

未经腐熟的有机肥，由于土壤温度低，在地下

腐熟需要较长时间。第二年春季，树体需要大

量的营养物质，而缓慢腐熟的有机肥释放出的

有限的有机营养根本无法满足树体的需要。

同时，在腐熟过程中微生物还会消耗一部分果

树根系营养中原有的营养元素（如氮肥），树体

往往出现营养不良。进入夏秋季后，雨量增

加，地温快速上升，腐熟速度明显加快，释放出

更多的可被树体吸收的有机营养物质，导致树

体生长加快，大量冒条，果实着色不良，营养生

长过剩，花芽分化能力差，使树体营养供给失

调。有人曾经对施入生粪的果园掘土调查，发

现3年后仍有部分生粪还是原来状态。

未经腐熟的有机肥由于含有大量的动

物性有机质，因而成为许多果树害虫的理想

越冬场所，特别容易招惹为害果树的蛴螬、

桃小食心虫、尺蠖、舟形毛虫等，对虫害防治

极为不利。 （韩丽）

为全面落实农资产品质量安

全体系建设，加强全省各农业执法

部门之间的联动协作，解决执法过

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近日，郑州

市农业执法大队组织了河南省农

资管理协作组织成立会议。

经过讨论，会议选举郑州市

农业执法大队为协作组织理事长

单位，漯河市农业执法监察大队、

平顶山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驻马

店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为常务副

理事长单位。 郑州市农业执法大

队大队长宋东甫为第一届协作组

织轮值主席。

河南省农资管理协作组织，

是目前我省农业执法行业中唯一

一个区域性协作组织，其成立加强

了全省各农业执法部门之间的协

作，提高了农业行政执法水平，保

障了放心农资渠道畅通，维护了农

民和企业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确保

了农资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农业生

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本报记者孙志刚）

编辑同志：

最近，笔者下乡采访，十分高兴地看到

冬季农田基本建设进行得非常漂亮，沟沟

渠渠河河道道修整得干干净净、宽宽敞敞、

平平展展，但是也发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

的地方，那就是小沟小渠小河有不少断头

的地方，使沟渠河道断档，衔接不上。究其

原因，大都是由于在冬季兴修水利时道路

阻隔或桥涵洞塌陷，加上天寒地冻不易修

复所致，也有人为了一时的运输通行临时

填充起来，事后不及时除去。若不将这些

“断头”修好疏通，冬季下大力气、投大本钱

已经修好的沟渠河道也将无法发挥作用，

只能是劳民伤财的工程，尤其是一到汛期

将会措手不及望水兴叹，老百姓也会意见

纷纷。

春节过后，大地回暖，冻土开化，春耕生

产还未开始，人们还处在休闲中，便于动手

挖土，修路架桥，将每条沟渠和河流全部修

好，保证畅通无阻，做到修得好、用得上、无

断头、无梗阻、旱能浇、涝能排，服务生产，造

福人民。笔者建议当地党委和政府要高度

重视，精心组织，及早动手，全面排查，认真

施工，彻底消灭断头沟和断头路，确保春耕

生产顺利进行，抗旱防汛无阻无碍，人民满

意。

扶沟县国土资源局 张会丽

近日，笔者从国家工商部门获

悉，渑池县坡头乡花椒已获得“韶

森红”国家商标注册，进一步增强

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产业

的发展。

近年来，渑池县农业局依托区

域优势，在三门峡黄河南岸小浪底

之滨的渑池县坡头乡韶山腹地原

生态的生长环境，大力发展新产

业，引进花椒新品种，推广新技术，

培育出了色泽红亮、香麻十足的优

质花椒，申报了国家无公害农产品

认证。目前已发展千亩示范园一

个，省科协万亩优质花椒生产基地

一个，并被确定为河南省花椒标准

化生产基地，辐射带动了韶山周边

区域种植花椒约3万亩，年产值超

亿元，2012年9月应邀参加了首

届中国森林食品交易博览会，广受

赞誉，产品远销陕西、山西、新疆、

沈阳等地，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

支柱产业之一。（董晓红安华伟）

冬春管梨树 修剪正当时
□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 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郑州综合试验站 王东升

水肥管理
没有秋施基肥的梨园，在土壤化冻后应

尽早追施基肥，可以以挖沟的形式施入，深

度为50厘米，也可撒施（一般与沟施间隔

2～3年）于行间、树盘。梨树萌芽前左右浇

一次水，可结合春施基肥进行。结合深施有

机肥，刨松树盘，深度为30厘米左右。对树

盘覆草的梨园，可2～3年翻耕一次。

病虫害治理
针对当前梨树尚处在休眠期，采取措施杀

灭各种病虫越冬体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合修剪，剪除树冠上的枯枝、病虫枝、病虫

僵果等，并将其干净彻底地清除出园，果园周围

的落叶及烂果也要清除干净并全部深埋。

对树干上、主枝上、侧枝上、大型枝组

上、枝杈内的粗老翘皮全部刮除干净，刮皮

深度以露出黄皮为宜，扫净刮落的碎皮，将

其烧毁或深埋，切不可留放于树下，或弃于

梨园附近。此项措施是套袋梨生产成败的

关键，应引起生产者的高度重视。时间在3

月上旬害虫出蛰前。

对有腐烂病的病疤，要刮除腐烂部分至

新鲜组织，然后涂拂蓝克或500倍氟硅唑，

或其他药物。同时，在修剪时对较大的剪锯

口也要用愈合剂加以保护，因为是在冬季，

腐烂病的病菌也会浸染伤口造成感染。

链接

立体种植 合作经营

陈狗毛荒山开发有妙招

开春先修断头沟来信照登

工厂种植杏鲍菇

省农资管理协作组织正式成立

行业资讯

渑池县坡头花椒
荣获“韶森红”国标注册

实施品种审定制度以来，新乡市通过国审省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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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未腐熟 施给果树危害多

“这梨树拉枝、修剪还真有讲究。”2月20日，渑

池县天池镇杜村沟的果农们听罢该县农业局技术

人员的讲解，七嘴八舌地念叨着。 何俊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