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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首先，小麦市场供给仍充裕。虽然今年

小麦在生长期及收获期受到病虫害及不良

天气影响，但整体来看仍属丰收之年。国内

供应仍较充足，库存消费比基本处在高水

平。

其次，前期小麦价格飙升部分透支了后

期的涨幅。今年国家启动托市收购时间较

早，导致小麦价格上涨不仅时间早、速度快，

而且涨幅大。市场人士认为，目前的小麦价

格已处较高位置，前期价格快速上涨已部分

透支了后期的涨幅，市场风险已经较高，下

游用粮企业的承接能力已基本达到上限。

三是麦市粮源分散，难以形成大幅上涨

的氛围。去年8月份以后小麦价格出现大

涨，主要原因是国家在6个主产省均启动了

托市收购预案，且收购数量较大，导致市场流

通量偏少。今年政策性收购与市场性收购虽

也并存，但市场化收购基本占据主导位置。

从目前情况来看，今年主产区小麦集中

收购高峰已过，收购已基本进入中后期。可

以形成这样一个初步判断，后期市场的粮源

结构基本为国有库存、农户存粮、企业及贸

易商库存。由于粮源充足且结构分散，市场

很难形成一个大幅上涨的氛围。（中华粮网）

果荚可直接食用，被誉为“植

物人参”；籽儿可榨成高档食用油，

营养价值和香味远超过芝麻油和

花生油；花及叶子可制成保健美容

茶；脱掉的种子壳、植株茎及根可

做高档饮料……8月28日，在平

舆县西洋店镇吴湾村委大陈庄赵

保民的地里，记者见到了这种浑身

是宝的作物黄秋葵。

在赵保民的黄秋葵地里，十

来个村民正忙着采摘黄秋葵花。

一棵棵半人多高的黄秋葵长得很

茁壮，在植株的每一处节点都生

出一簇绿色的棱状物，手指般纤

长，远看极像我们平时食用的辣

椒。赵保民介绍说，这就是黄秋

葵的果荚。一片郁郁葱葱中，点

缀着鹅黄色喇叭花状的花朵，有

些正在盛开，有些则已萎缩，村民

们采摘的是那些已经开始萎缩的

花。

据赵保民介绍，4年前在朋

友的介绍下，赵保民与河南帮太

食品公司以及鹤壁非凡食品公司

签订常年购销合同，开始尝试种

植黄秋葵，并一举获得成功。他

致富不忘乡亲，2011年成立金土

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目前发

展社员20户，黄秋葵种植面积达

110亩。

赵保民在地头给我们算了一

笔账：每亩黄秋葵可产籽150公

斤，每公斤售价 60 元，可收益

9000 元；每亩可采收黄秋葵花

2.5公斤（烘干后计），每公斤可卖

1600元，收益4000元；加上叶、

秆、根以及果荚脱籽后的壳还可

以卖钱，合计每亩每季收入1.5万

元左右。赵保民根据当地气候条

件，大胆尝试一年种植两季，获得

了成功，这样一来，亩经济效益就

翻了番，可达到3万元。再说成

本，每亩所需种子、化肥、农药等

费用不超过300元，低于种植花

生、小麦等农作物的种植成本，唯

一比较花钱的地方，就是用人较

多。赵保民笑着说，不过仅卖黄

秋葵的叶、秆、根得来的钱，就足

够维持这个开支了，这还不包括

套种其他农作物的收益。

短短几年的黄秋葵种植让金

土地合作社的社员们鼓起了腰

包。经过市场考察，作为合作社领

军人物的赵保民将下一步发展的

目光投向了养殖行业。眼下，一个

颇具规模的养殖场已经建成，收了

秋，预定的1000只绵羊将在这里

落户，到明年还要引进一定数量的

肉牛。赵保民说，当地花生种植面

积大，用花生秧混合黄秋葵秆和根

做成饲料，喂养出的羊不仅肉质更

营养，其皮毛质量也大幅提升，市

场前景非常看好。

滑县八里营乡张军问：拱棚内种植

的甜瓜生长点皱缩，叶片肥大，表面黄

化，基本停止生长，在喷施多遍防病毒的

药之后也不见好转。这是怎么回事？是

不对症吗？

答：根据以往经验，如果确定是病毒

病，应是植株局部或部分呈现这种症状；

如果所有的甜瓜植株都有这种症状，则

可以基本确定不是病毒病。以前遇到过

瓜农过量喷施主要成分为复硝酚钠的叶

面肥出现类似症状。复硝酚钠是一种植

物生长调节剂，用量过大，形成药害，极

易抑制作物正常生长。

生产中，激素中毒往往因点花、喷

花、蘸瓜操作不当，或使用不明成分的叶

面肥导致。

甜瓜病毒病往往先局部发生，叶

片受害，表现为叶脉褪绿，一般嫩叶先

表现症状，有时在顶端的叶片上出现

多个向正面凸起的深绿色病斑，叶片

皱缩、卷曲，叶色深浅不一，呈斑驳花

叶症。果实受害，先在瓜表面出现许

多近圆形或不规则水渍状小斑点，后

病斑变成浅褐色，斑点处凹陷，削去瓜

皮可见与斑点对应处的瓜肉木质化，

呈褐色坏死状，整个瓜僵硬，失去食用

价值。

解除甜瓜激素中毒可及时喷施

3000 倍液天然芸薹素内酯——硕丰

481，以缓解危害。

8月15日，河南日报农村版以《湖北三

得利 劣质化肥坑农民》为题，报道了上蔡县

农业局主任科员周学武热衷推销劣质化肥

的新闻。笔者认为，在政府官员乐当劣质农

资“红娘”这面多棱镜上，折射出的问题发人

深省。

首先，官员庇假护假是假劣农资乱市不

休的温床。新闻披露，湖北三得利“红锦天”

复合化肥之所以能在上蔡县坑害农民朋友，

是由于受害农民听信朋友介绍农业局有人

能弄来优质廉价的复合肥。于是乎，农业局

官员的“乌纱效应”加上“优质廉价”的兜售

伎俩，不仅为劣质化肥涂上了一层市场保护

色，更击中了受害农民图便宜的软肋，由此

上演了“假路难行官开道，‘劣肥李鬼’逞疯

狂”的坑人恶剧。

其次，假劣农资坑农是政府官员职能

“错位”作祟。从政府职能定位看，农业局

的官员要充当的是农资市场产品的“监督

员”和“裁判员”，而不是推销农资产品的

“营销员”，更不是假冒伪劣产品的“吹鼓

手”。但纵观近年来屡屡发生农业部门官

员赤膊上阵充当市场营销员的这种职能上

的“越位”与“错位”，既表明政府官员法制

观念淡薄，也凸显出依法行政的素质低下，

更暴露出对政府官员的权力监督缺位。如

此该作为时不作为、不该作为时乱作为的

违法行政，违背天职不打假反销假的弄权

渎职行为，无疑为假劣农资坑农推波助澜。

其三，利欲熏心是官员乐当假劣农资

“红娘”的祸根。毋庸讳言，政府官员充当

假劣农资推销的“红娘”，难脱腐败之嫌。

虽然文中涉事官员向记者坦言“并没有从

中赚钱”，但癞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一个

河南地域县农业局的官员，为何要热衷推

销湖北省产的劣质化肥？本应对假冒伪劣

喊打的监督卫士，缘何反成为假冒伪劣鸣

锣开道的推销人？有关部门不能对此等闲

视之，而应以此为线索，彻查劣质化肥坑农

的背后有何猫腻？既要从严处置涉事者，

惩一儆百，也要以此为反面教材，举一反

三，引以为戒。只有对如此庇假护假，公然

热衷售假的违法官员从严制裁，使制售假

冒伪劣农资者无“山”可靠、无“伞”可保，才

能真正为农民朋友打造一片农资安全无后

忧的蓝色天空。

在红旗渠的故乡——林州市

石板岩乡，藜麦正处灌浆成熟期，

其鲜艳独特的芳姿，吸引了众多游

客的目光。

藜麦被誉为“谷物之王”、“营

养黄金”，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藜

麦是唯一一种单体植物即可满足

人体基本营养需求的食物，是一种

高蛋白、高赖氨酸、低热量、低糖、

零胆固醇，含有丰富纤维素、多种

微量元素的碱性食物，是最适宜人

类的全营养食品。

藜麦适宜生长在夏季气温低

冷、降水较少的高海拔山区，具有

耐寒、耐旱、耐瘠薄、耐盐碱等特

性。林州市石板岩乡地处太行山

区，海拔高，植被好，环境优良，空

气清新，夏季凉爽，阳光充足，昼

夜温差大，具有种植藜麦的独特

自然环境条件。林州市农业局农

科所在安阳市农科院的指导下，

从5月份开始先后在石板岩乡的

大垴、桃花洞、漏子头、东垴等处

种植了藜麦。通过科技人员、种

植户的合理选地、精心管理，目前

藜麦长势良好，正在灌浆，接近成

熟。

藜麦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市场价是小米的几十倍，近几年

很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藜麦生

产，之前我省从未有人种植，今年

在林州市石板岩乡的种植成功，

将为我省高寒山区的产业结构调

整、农民增收致富创造一条新途

径，其独特新颖的植物生态为农

业旅游观光增加了一道亮丽风

景，同时为我省增加了一种新的

地方特产。

（成明锁刘增玉文/图）

今年夏天，偃师市城关镇新

寨村村民赵某遇到了一件烦心

事。6月初，正是柿子树下种的时

候，他在自家地里撒下了半亩多柿

子树种。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眼

瞅着别人家的种子早已发芽，可自

家地里的柿子树种仍然没有动

静。无奈之下，赵某拨通了12315

消费者申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

接到投诉后，偃师市工商局城关工

商所的工作人员赶到赵某家所在

的新寨村，通过调查发现，在新寨

村遭遇这种情况的不止一家。据

统计，全村共有32户农户种下的

柿子树种子没有发芽，总种植面积

达19亩。

农业部门对未发芽的树种进

行了检测，发现是树种存在问题。

经工商人员了解，柿子树种子是从

该村一小商店购买的。工商人员

找到了这家小商店，对商店负责人

进行了询问。原来，村里一些人主

动找上门来，委托商店负责人购买

柿子树种子。商店负责人在一购

物网站上看到江苏一家种子企业

销售柿子树种子，就以每斤11.5

元的价格购买了225斤，然后卖给

该村的一些群众。

不出门就能很方便地买到自

己想要的商品，因为具有送货上

门、价格优惠、品种齐全的特点，近

来，网上购物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

购物方式。但是，网上购物比现实

中到实体店购物风险大。同时，由

于网商大部分在外地，而异地维权

难度较大，维权成本也较高，商品

发生质量问题时，消费者的权益很

难维护。在此提醒广大农民朋友，

在网上购买树种时应慎重，一是选

择知名度和信誉度较高的购物网

站购买；二是向网商索要树种的合

格证明及其他证明文件；三是付款

方式最好采用第三方支付；四是下

载保存网商的网页等证据，假如农

民朋友购买到了问题树种，请及时

到林业、农业或工商部门投诉。

（上官兵）

7月中旬以来，主产区小麦托市企业收购陆续停止，市场采购主体以用粮企业为主。虽然部分地区芽麦也纳入了保
护价收购范围，但市场反应相对平淡，目前的主产区新麦收购价格大部分已高位趋稳。去年8月份以后国内小麦价格出
现大涨行情，今年后期的小麦市场会将如何演绎？

观察近期的小麦市场，尽管小麦

上市量较前期有所减少，但各收购主

体的收购力度也在不断减弱。从托

市企业收购情况来看，由于今年夏收

以来小麦价格上涨较快，7月上中旬

基本就停止了托市收购。后期虽然

部分地区芽麦也纳入了保护价收购

范围，但由于在政策出台之前，有部

分不完善粒小麦已经流通到市场，加

之市场上的不完善粒小麦价格和政

策收购价差别不多，收购效果不理

想。整体上看，目前托市企业的收购

已基本退市。

从轮换企业收购来看，由于上年8

月份以来小麦价格上涨迅猛，企业小

麦出库较多，今年轮换企业轮入收购

力度较大。从目前来看，经过夏收以

来的不断收购，大部分粮库轮换收购

已经结束，少数企业虽仍在收购，但也

基本进入尾声。

从制粉企业来看，由于前期制粉

企业大多都收购了一定的库存，受资

金、仓容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收购力度

逐步放缓。虽然随着8月下旬后学校

陆续开学，面粉销售将逐渐好转，企业

开工率将会提高，加之新小麦后熟期

已过，加工企业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部

分小麦采购，但大量增加小麦库存的

几率仍然不会太大，小麦库存仍会维

持在1个月至1个半月的水平。

（据粮油市场报）

今年受小麦生长期病虫害及收获期天

气影响，部分地区的新麦质量均有所下降，

据了解，三等及以下小麦数量占据主流，尤

其面粉加工企业实际可用的小麦商品量并

不高。

“现在联系到的手中还有余粮的七八个

小商贩最多有2000吨优质小麦库存，要想

找到更多的优质小麦货源比较难。”辉县优

质小麦贸易商李少杰说。随着农民手中余

粮基本售完，小商贩收购量近期下滑较快，

加上北京、河北、湖南等地制粉企业来拉货

的车辆仍比较多，小商贩前期囤积的优质小

麦也出得差不多了，当前市场优质小麦货源

已经有限，优质小麦价格预期看涨。

目前，河南、河北、山东等小麦主产区

新产普麦收购价大部分在1.23～1.29元/

斤，优麦收购价在1.31～1.34元/斤，差价

为0.05～0.08元/斤，市场预计后期优质小

麦与普通小麦之间的差价仍有进一步拉

大的可能，优麦的市场机会将比上年大大

增加。 （据粮油市场报）

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5

日，河南、江苏等11个小麦主产区各类粮食

企业累计收购新麦4452.6万吨，比上年同

期减少317.7万吨。其中，市场化收购的新

麦占比较大，这为后期市场保持一定的流通

性打下了基础。

濮阳小麦贸易商崔瑞兵介绍，很多小麦

产区的农民已经开始为秋季作物收获做准

备，手中留存的小麦基本都是口粮，年底前

农民再次大规模售粮的可能性很小。与此

同时，今年国家托市收购停止比较早，这给

市场自由贸易留出了空间和资源。当前国

内小麦市场购销有些清淡不代表后期也是

如此，进入9月以后，面粉市场会迎来消费

旺季，很多制粉企业将提高开机率，估计今

年9月至明年1月国内小麦市场将保持小幅

上涨态势，市场活跃度也会比往年高，毕竟

小麦市场政策化程度正在减弱。

目前，豫北地区普通小麦收购价在

2480 元/吨，优质小麦小商贩出库价为

2700～2720元/吨，国标二级普通小麦运

至北京地区补库的价格为2660元/吨，优

质小麦运至石家庄的到厂价为2900元/吨

左右。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新麦上市后国

内小麦价格涨幅偏大，当前市场价位也偏

高，但受今年芽麦占比偏大影响，市场上质

量较好的小麦货源并不多，加之质量较好

的库存陈小麦主要集中在我省，且数量不

多，后期小麦价格并不具备下滑条件，小幅

上扬的可能性更大。 （乔林生）

新麦市场
收购量减价稳

本期关注

优麦相对普麦机会增加

后期麦价可能小幅上扬

上涨空间预期不宜过高

一亩黄秋葵 收益3万元
平舆农民赵保民：种植黄秋葵堪比“种”黄金

□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先莉张阳

红旗渠畔藜麦香

网购种子，慎之又慎！

热议 政府官员热衷推销劣质化肥发人深省
□陈有根

编读往来

别把甜瓜激素中毒
错当病毒病

科技人员在察看藜麦的田间长势

“这个品种真是不错，产量高，机收还不烂籽。”8月26日，在温县番田镇

举行的桥玉8号机械化收获现场演示会上，来自全省各地的农业专家和农

民啧啧赞叹。桥玉8号是我省培育的玉米新品种，在今年遭受高温干旱自

然灾害的情况下表现优异，番田镇伊庄村种植户春播的桥玉8号亩产高达

650余公斤，较其他品种增产30%左右。该品种抗倒伏，穗位低，穗轴硬，后

期成熟脱水快，适宜机械化收获，被列入我省玉米品种试验机收组的对照品

种。河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主任张进生评价说，桥玉8号集纳了河南省众

多玉米品种的优点，并且从育种的角度解决了秃尖、倒伏、穗轴软、茎腐病等

难题，适宜机械化收获，极具推广价值。 李晓摄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3年9月9日上午10点在我公
司拍卖厅举行拍卖会，拍卖桑塔纳
2000型轿车一辆。

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
保证金5000元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
续（不成交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2013年9月5日至6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1-67950280
联系地址：郑州市建设路187

号泰隆大厦907室
河南远大拍卖有限公司
工商监督电话：68852699

拍卖公告

机收现场机收现场

后期麦价可能上扬 上涨预期不宜过高

农户将收割机里的玉米籽粒倒出并装车农户将收割机里的玉米籽粒倒出并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