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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明确转基因路线

非食用➡间接食用➡食用

12月 5日，国新办
就我国今年粮食生产形
势等有关情况召开发布
会，会上，农业部总经济
师、新闻发言人毕美家，
对我国为保持粮食总
量，是否会用转基因技
术的问题作出解读。

毕美家表示，农业部
对转基因问题的态度是
一贯的，也是明确的。简
单地讲是两条：一是在研
究上要大胆，坚持自主创
新；二是在推广上要慎
重，做到确保安全。

毕美家认为，转基
因是一项新技术，也是
一个新产业，具有广阔
发展前景，现在全球农
业转基因的技术研发态
势是非常强劲的，发达
国家全力抢占技术制高

点，发展中国家也要积
极跟进。中国作为农业
生产大国、农产品的消
费大国，人多地少水缺，
旱、涝、病虫害频繁发
生，所以保证粮食等主
要农产品长期有效供给
的压力是很大的。

因此，“在转基因这
项新技术上，我们更应
有一席之地，抢占制高
点。”毕美家说。

2008年，国务院批
准设立了转基因的重大
专项。专项设立以后，
国家转基因的研发态势
越来越好。到目前为
止，中国批准种植的转
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木
瓜，没有批准任何转基
因主粮的商业化生产。

（天下农资网）

今年，睢县
胡堂生态园区
900 亩晚秋黄
梨又获丰收。
近年来，当地对
果 农 租 种 的
2500余亩梨园
实行统一种植、
统一技术指导、
统一销售，促进
了农民创业增
收，带富了一方
果农。

吕忠箱
葛广彦 摄

近日，河南农垦黄泛区农
场新型职业农工（农民）培育工
程正式启动。河南农垦系统拥
有国有农场97个，形成了较为
完善的农业科研、试验、示范和
推广体系，对河南农业生产具
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
推进农垦现代化，促进科技推

广和成果转化，新型农业经营
体制不断创新，迫切需要更多
的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素
质高的人才队伍作为支撑，而
培育新型职业农工成为当务之
急。

黄泛区农场认为，农垦作
为农业国家队，要在建立现代

农业体系的过程中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就需要通过提高职工
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来解决

“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等问
题。因此，他们实施培训工程，
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农场
农业竞争力。

（马红丽）

12月 8日，在南京
举办的中国农药工业协
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农
药行业HSE高层研讨
会上，中国农药行业责
任关怀联盟正式成立。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秘书
长李钟华表示，中国农
药工业协会汇通上海杜
邦农化、巴斯夫、江苏联
化、江苏扬农、南通江山
等18家发起单位成立

“中国农药责任关怀联
盟”。

据了解，目前，农药
行业责任关怀工作取得
了初步的成效，不但是

跨国公司的合作伙伴，
越来越多的农药企业加
入到开展责任关怀的行
动中来。责任关怀，也
从一个自愿行动，变成
政府导向、行业推广、企
业践行的规范，成为企
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但
是，责任关怀工作在不
同地区和企业发展还不
平衡。引导全行业广大
企业认识责任关怀理
念，实施责任关怀措施，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推
进行业和谐发展，还有
大量的工作要做。
（中国农资导报网）

为适应农作物病虫
害测报防治工作的需
要，尽快提高我省基层
植保技术人员的业务水
平，省植保站近日在郑
州成功举办了河南省农
作物病虫测报防治技术
培训班，来自全省植保
系统130余人参加了培
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
班邀请国内、省内8位
专家讲授了农作物病虫
害绿色防控技术、农作

物病虫害诊断（鉴定）及
预测预报技术、小麦、玉
米、花生等主要作物新
发病虫发生规律及防治
新技术、病虫测报实用
经验与操作技术等内
容，时间虽短，但授课内
容丰富，信息量大，知
识面广，实用性强，学
员们普遍感到收获很
大，对今后的病虫测报
防治工作将起到重要
的促进作用。

（志宝）

12月 9日，正阳县农机监
理站组织的安检和保养维护
小组来到该县吕河乡广源农
机合作社，向合作社农机驾驶
员讲解冬季农机维护和保养
常识（如图）。

为防止低温、大雪等恶劣
气候对农机具造成损害，日前，
正阳县农机部门组织技术人员
入户指导种植户做好农机具入
库工作，确保农机具高标准入
库“猫冬”。

该县农机监理站严格实行
“全、齐、净、卸、美”五字方针对
入库封存的农机具进行封存保
管。同时，组成建农机服务队，
深入各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

帮助他们搞好机具入库维护保
养检查和技术指导，引导农机

户不要不保养入库或露天存放
农机具。 （田玉堂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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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转基因产品
实行按目录定性强制标
识制度。2002 年，农业
部发布了《农业转基因
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制
定了首批标识目录，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销售的大豆、油菜、玉
米、棉花、番茄5类17种
转基因产品，进行强制
定性标识，其他转基因
农产品可自愿标识。自

首批标识目录发布至
今，我国批准种植的转
基因作物仅有棉花和番
木瓜，批准进口用作加
工原料的有大豆、玉米、
棉花、油菜和甜菜 5 种
作物。

目前，我国是唯一
采用定性按目录强制标
识方法的国家，也是对
转基因产品标识最多的
国家。 （人民网）

“这次培训内容很丰富，
收获真不小，大家买农机，
用农机发家致富的劲头更足
啦……”日前，为期 10 天的
陕县 2014 年度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培训班圆满结束，农
机手代表发出这样的感慨。

据了解，此次培训由陕县
农机学校主办，来自全县50
余名农机手利用冬闲时节，
在这里免费接受了系统培训
和专业学习。培训采用“专
家授课、现场指导和实地参
观”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
训过程中，相关专家针对大
型拖拉机、玉米联合收割机
等有关农业机械的结构原
理、操作规范、维护保养、故
障诊断与排除等专业知识为
学员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并现场演示了新机具的使用
与操作方法，对农机手在使
用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
行了科学分析和准确处置。
随后又组织学员们先后参观
了陕县镇农果业合作社的机
械化微喷设施装备和园林机
械演示，陕县鑫达农机公司
的各种新型农机具，并详细
了解了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
的相关政策。

（张兵波 张保洲）

陕县

冬闲变冬忙
农机手忙“充电”

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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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晓辉）我省
是用肥大省，年需化肥实物施用
量1600万吨左右，农民每年往
地里施用的化肥质量如何？12
月 12 日，在河南省肥料协会
2014年年会上，省土肥站通报
了2014年我省肥料质量春秋两
季的抽检结果：春季共抽检肥料
产品41个，总合格率为75.6%；
秋季共抽检肥料产品75个，总
合格率为84%。

省土肥站站长王俊忠在会
上说，河南是典型的一年两熟
种植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我
省同时也是用肥大省，2013年
河南全省化肥折纯用量 696.4
万吨，居全国第一位。目前，化

肥过量施用的趋势也不能忽
视，推动科学施肥是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合理利用农业资源的重
要途径。目前农业部正在研究
制订《化肥使用零增长方案》，
其目的就是通过科学施肥，有
效控制耕地酸化、盐渍化、污染
等问题，实现“减量、改进、优
化、提升”，为粮食和农业生产
夯实长远基础。

据介绍，为促进河南肥料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省土肥
站一方面本着“扶优扶强、服务
行业、壮大产业”的原则，通过举
办中原肥料双交会、召开中原肥
业高层论坛等形式，积极为信誉

可靠、质量过硬、群众欢迎的优
秀肥料企业创造条件、提供便
利，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另一
方面，创新管理机制，规范登记
管理，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坚持
依法管理。特别是每年春秋两
季的肥料产品专项抽检，已成为
土肥部门的常态工作，有力地净
化了市场，维护了合法企业和农
民群众的正当权益。

年会上，大家热烈讨论，探
讨开拓市场、加强合作、抵御风
险的新途径，总结交流了2013
年度协会工作，宣传贯彻了肥料
市场登记管理最新政策，研究探
讨了 2014 年肥料产品发展趋
势。协会倡议广大肥料生产企

业特别是协会会员单位，要自觉
加强自律，公平竞争，诚实守信，
杜绝制假售假坑农害农现象；企
业要结合河南现代农业发展的
市场需求，加大新产品新技术研
发力度，生产出更多质优价廉、
高效安全、适销对路的生态友好
型产品。

国内知名业内专家白由路
等作了有关肥料知识的讲座，中
化、心连心、天脊、莲花、兴发昊
利达、红日阿康、鄂中、晋开、帝
益肥、丰田、骏化、郑氏化工、中
威、龙飞等国内知名肥料生产企
业的代表、协会常务理事、理事
单位代表200余人参加了此次
会议。

河南省肥料协会年会在郑召开
倡议肥料生产企业诚实守信，生产生态友好型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