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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中原大地，生机勃

勃。历经5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以“培育新型

主体添活力，优化肥业结构促发展”为主题

的第十一届中原肥料（农资）产品交易暨信

息交流会（以下简称“中原肥料双交会”）将

于2014年4月14～17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隆重召开。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已全

部就绪。

第十一届中原肥料双交会是由河南省

农业厅主办，河南省土壤肥料站、河南省肥

料协会、郑州恒达会展服务有限公司、郑州

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承办，河南兴发

昊利达肥业有限公司独家荣誉冠名，河南心

连心化肥有限公司、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

限公司、中化化肥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中

农集团·河南民丰肥业有限公司、济源市丰

田肥业有限公司、河南宝福莱肥业有限公司

等单位特别协办，河南农心肥业有限公司、

河南骏化化肥有限公司、河南省裕丰复合肥

有限公司、河南五洲丰·农友福肥业有限公

司等单位协办，广东拉多美化肥有限公司、

河南鼎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枣庄市三维技

术有限公司、贵州金地福化工肥业有限公

司、美国阿普勒夫化工集团、北京沃野肥业

有限公司等单位赞助的肥料行业盛会，总展

览面积约2万平方米，折合约900个标准展

位，预计参会人数将达2万人以上。

本次双交会分设磷复肥、有机肥料、新

型肥料、水溶性肥料、肥料相关器械仪器展

区，搭建展销平台，现场展示新产品、新技

术、新成果，促进参展企业品牌传播并实现

轻松招商。为方便参会农资经销商、种植大

户以及专业合作社观摩与商务洽谈，本次展

览设特装展区、标展展区、业务洽谈区、媒体

区等。另外，组委会还定于4月15日14:

00～17:30举办第十一届中原肥料双交会

肥料“新概念”高峰论坛。届时将特邀政府

部门、行业协会、权威专家莅会指导授课，解

读政策、破解难题、指引肥市新方向。

双交会上，组委会将专门组织邀请种植

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在当地规模大、有影响的经销

商近1000人参加会议，与国内外知名肥企代

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洽谈，签订合作意向。

第十一届中原肥料双交会绽放在即，

此次中原肥料行业盛会将吸引科研、教学、

推广、企业等各方人士共聚郑州，专题研讨

新型肥料发展前景，组织联谊活动，宣传企

业文化理念，推介新技术、新产品，共商发

展大计。

3月14日，焦作市农林科学

研究院与中化化肥河南分公司在

焦作东方宾馆举行了战略合作协

议签署仪式，双方就共同推进测土

配肥工作达成战略合作。会议还

邀请了省、市农业专家对百余名基

层农技人员进行了测土配方施肥、

春季麦田管理等方面的培训。

多年来，政府对“三农”问题

高度关注，焦作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为更好地服务于农，借助自身科研

及技术服务优势在农业科技推广、

技术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去

年牵手央企与中化化肥河南分公

司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今年

1月16日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与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签署了《共同推

进科学施肥备忘录》，以此为契机，

双方决定进一步深化合作力度，在

肥料配方制定发布、配方肥生产供

应、配方肥产需对接、科学施肥宣

传培训、农民施肥指导服务等各个

环节展开全面深入合作。双方从

焦作市农科院村级科技服务站中

筛选15个科学施肥推广服务站进

行挂牌，通过开展基层技术指导和

服务，加快测土配肥技术的推广，

构建农业服务示范体系。

焦作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董建设表示，加强农业服务

能力建设是促进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推广的基础和保障，焦作市农科

院将充分利用组织、政策、技术等

资源优势，做好“测土配肥、科学施

肥”的推广，与中化化肥的合作必

将架起政府资源与农民需求之间

的桥梁，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

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中化

化肥的产品、网络、资源优势将更

好地满足农民的需求。河南省肥

料协会副会长、中化化肥河南分公

司总经理颜世来也表示将珍惜此

次合作机会，积极与焦作市农科院

创新农化服务机制，加强服务能力

建设，促进测土配肥技术的推广，

探索中原特色科学施肥之路。

焦作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深入

开展推广科学施肥工作，形成了

“以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测土配方施

肥服务中心为龙头，科学施肥推广

服务站为主体、以科技示范户为基

础”的测土配方施肥服务示范体

系，为加快当地春季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推广速度，促进农业增产增

效、农民节本增收和粮食安全提供

了有力保障。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翻开

《鲁山县志》，县志中记载了一位当

代人物，他就是鲁山豫稼轩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学增！

他个子不高但眼神中透着坚

毅，谦虚的言语中体现着担当。就

是他，把木耳种植引进了鲁山县。

现在，鲁山县的食用菌种植已达到

2亿袋，木耳成了鲁山农业的支柱

产业之一。

现在的土地因连年超量使用

无机化肥，造成土地板结，有机质

减少，土传病害严重，严重威胁着

中国的粮食安全。为此，他果断决

定利用当地资源优势，与中国农科

院全方位合作，生产生物有机肥，

现在该公司已成为中国农科院的

成果转化基地。

在谈到公司的产品时，他如

数家珍。公司的主要产品有“豫稼

轩”牌系列生物有机肥、有机—无

机复混肥。该生物肥具有营养全

面，速效、高效、长效、稳效合一 ，

抗病害，抗倒伏等特点。使用该肥

可减少农药用量，有效改善农产品

品质。由于该肥里面的有机质是

选用优质豆饼、菇渣、鸡粪、药渣

等，通过嗜热性侧孢霉菌的发酵作

用，使这些有机物转化成有机质

等，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更新

了腐殖质组成，同时也激活了土

壤有益微生物，使土壤物理、化学、

生物学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

增强了土壤的保温保水能力，其透

气性也相应增强。常年使用生物

有机肥料，不仅作物长势健壮，土

质疏松，土壤一年比一年肥沃，可

使贫瘠的土地变为良田，达到种地

养地的效果。

“豫稼轩”牌生物肥施用范围

广，可广泛用于粮食、瓜果、蔬菜、

烟叶、药材、经济作物及林木花卉

等。在减少化肥用量10％～30％

情况下，粮食作物亩产增产

10％～20％，块根块茎作物增产

20％ ～40％ ，豆 类 作 物 增 产

30％～45％，蔬菜、瓜果类及其他

经济作物增产30％～50％。目

前，化肥利用率只有15％左右，配

施生物有机肥以后，其利用率可以

提高到55％～65％。

刘学增最后介绍说：“从推出

‘豫稼轩’牌有机-无机复混肥到

现在，不断收到农户的反馈信息，

都说用过我们的肥料后不仅庄稼

增产幅度大，而且土壤板结减轻

了，土传病害减轻了，就连瓜果蔬

菜都更有味道了！”

确山县农民王明华来电咨

询：小麦和马铃薯缺硼怎么办？

驻马店市农技专家：小麦缺

硼，苗期会出现分蘖不正常，后期

会出现“穗而不实症”。增施硼肥

可提高小麦结实率，使籽粒饱满。

施用方法是在分蘖期和拔节期各

喷1次浓度为0.05％～0.1％的硼

砂溶液。

马铃薯缺硼，植株生长点或

顶端易枯死，侧芽增多。用浓度

为0.1％的硼砂溶液浸泡种薯块

4～6小时后播种，可取得显著的

增产效果；也可在苗期至现蕾开

花期各喷施2～3次1％的硼砂溶

液。

封丘县农民张兰青来电咨

询：现在虫害日益猖獗，怎么种植

蔬菜可以减少用药量？

新乡市农技专家：减少蔬菜

农药用量窍门很多，介绍以下几种

供借鉴：

合理轮作倒茬：如茄果类蔬

菜与葱蒜类蔬菜轮作，不仅可明显

地减轻病害，而且有增产效果。

清除病株残体：清除病株残

体、病果、杂草，集中销毁深埋，切

断传播途径，是防治病虫害的一种

好方法。

降低湿度：因为病菌在湿度

大的情况下才能大量地繁殖，危害

蔬菜，所以应尽量降低田间的湿

度，减少病害的发生。

合理施肥：最好是在蔬菜上

用配方肥，并主要以增施腐熟好的

有机肥为主，配合施用磷肥，控制

氮肥的施用量，生长后期可使用硝

态氮抑制剂双氰胺，防止蔬菜中硝

酸盐的积累和污染。

采用无土栽培：采用无土栽

培可以人为地减少病菌的来源，是

一种不错的方法。

设置防虫网：如果是棚室蔬

菜，在棚室通风口设置防虫网，以

防白粉虱、蚜虫等害虫的入侵，减

少虫害的侵染机会。

3月18日，农业部在河北省涞水县

举办了2014年放心农资下乡进村现场

咨询活动，这既是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

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标志着“放心农

资下乡进村宣传周”全面启动。

农业部总农艺师孙中华在讲话时

强调，各地农业部门要积极组织农业科

技人员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传授农

资识假辨假常识，普及法律法规知识，

指导科学规范合理使用农资，切实为农

民提供指导服务。

据悉，全国各地将于3月中旬至4

月中旬陆续展开全国放心农资下乡进村

宣传，集中组织农业执法人员、专家和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电视、广

播、网络、报刊等多种手段，开展宣传咨

询活动，帮助农民树立正确消费观念，提

高农民群众的质量安全意识和维权能

力，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3月20日，媒体报道新乡平原新区

桥北乡李涛庄村涉嫌生产假农药。新

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多

个职能部门组成专项调查组，赴平原新

区现场调查处理相关事宜。

据调查，该涉嫌农药造假点，位于

黄河滩区，位置偏僻，为当地村民自

建。2014年2月，租与商丘人杨某。杨

某租赁后，没有向当地申办相关手续，

私自在库房内制造假农药。由于当地

政府疏于监管，致使该窝点未被相关部

门发现，并被媒体曝光。

3月21日上午，新乡市委、市政府

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成立专案组，派驻

平原新区，彻查事件情况，并对全市农

资打假工作进行再部署。要求各相关

部门以此为戒，深刻反思，虚心接受媒

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批评和帮助。

目前，专案组正在现场积极开展工

作，公安机关正在对涉事责任人，依法

调查取证，涉案窝点已被查封，涉案物

品已抽样送检评估。新乡市相关职能

部门正在统一行动，拉网排查，确保全

市农资市场规范有序，切实维护农民利

益。 （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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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原肥料双交会
即将精彩绽放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李晓辉

深化农企对接
推进科学施肥
——焦作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携手中化化肥河南分
公司深入开展测土配肥工作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李晓辉

用真心做好肥
——访鲁山豫稼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学增

□本报记者李东辉通讯员范明晓

庄稼医院

小麦马铃薯缺硼怎样补

减少蔬菜农药用量有窍门

全国放心农资下乡
进村宣传周全面启动

□本报记者李晓辉

新乡涉假农药窝点曝光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切实加大

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

贷支持力度，合理确定贷款利率水平，

适当延长贷款期限，满足农业生产周期

实际需求。其中，重点支持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购买农业生产资料、购置农

机具、受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从事农

田整理、农田水平、大棚等基础设施建

设维修等农业生产用途，发展多种形式

规模经营。

业内人士分析，长期以来，受农业

生产周期长、利润低、风险大的影响，

农业生产一直处于金融服务的最底

层，“种前赊销、卖粮还账”状态，不仅

给生产企业、流通商带来不少压力，

更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活力。《意见》的

出台可以有效缓解种植大户在发展

中遇到的资金瓶颈，一方面可以促进

肥料、种子、农药等产品的集中采购；

另一方面，可以理顺当前农资赊销的

症结，为农资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新

的机遇。 (王平)

家庭农场获金融服务

农资赊销或成往事

3月20日，在鲁山县下汤镇，执法人员对一家农资门店内销售的玉米种子进行调查取证。当日，平顶山市农业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组织工作人员赴鲁山县下汤镇、团城乡、四棵树乡等山区乡镇开展春季农资执法专项行动，重点查处销售假劣种子、无证销售农资等违

法行为，并向当地农资经营户和村民传授鉴别假劣农资的方法。 王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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