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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陷
入“鸦片式治疗”的恶性循环，病
虫害控治不住就加大用药量，病
虫抗药性增强，就再加大用药
量，以此循环，最终导致土壤、水
体等生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农
药残留超标，农产品安全事件频
频发生。如何打破这个恶性循
环，既减少农药使用，又能保证
粮食安全，是当前农业科研人员
面临的主要课题。柏裕植物疫
苗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4月
16日，河南柏裕植物免疫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柏玉兰对记者
说：“我们公司研制植物的柏裕
植物疫苗，就像是给动物打预防
针一样，通过植物疫苗，充分调
动和利用植物自身的免疫系统，
提高其对不良环境病虫害的抵
抗力，从而达到在不用药、少用

药的情况下使作物健康生长的
目的，最终实现优质高产与安全
的双重保障。”

河南柏裕植物免疫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中国农业大学、
河南省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为技
术依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集
植物免疫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于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
研发的国家专利产品“柏裕植
物疫苗”填补了当今市场植物
免疫领域的空白。

“植物疫苗与农药有着本
质的区别。”柏玉兰说，“不论是
传统农药还是新型农药其靶标
是病原物和害虫，而柏裕植物
疫苗的靶标是农作物本身，主
要是通过改善作物的生理生化
状态，平衡作物生理代谢过程，
完善作物自身免疫系统，挖掘

作物自身潜在抗性从而防控病
虫害，保障作物健壮生长。”

目前，柏裕植物疫苗在全
国大部分地区进行应用推广，
在各种作物上的使用效果明
显，得到了政府管理部门及广
大农民的认可。经权威测定，
全程使用柏裕植物疫苗进行免
疫护理，可实现作物生长全程
不生病，同时增加产量20%以
上，高的可达83.3%，农产品品
质高。柏玉兰介绍，柏裕植物
疫苗对于目前一些难防治的病
害有着显著的防控效果，如病
毒病、腐烂病（尤其是果树）、流
胶病、瓜类枯萎病、烟草、中药
材（地黄、山药、人参、三七等）
等连作障碍的防控效果尤其突
出。此外，对世界性难题柑橘
黄龙病、香蕉巴拿马病的防治

效果得到了农户的认可，目前
在广西、云南等地推广使用。

“植物免疫技术将颠覆我
国传统的作物管理模式，实现
从‘治病’为主到‘防病’为主的
技术转型，将促进我国现代农
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加快农业
生态治理进程。柏裕疫苗将有
望成为具有巨大发展前景的新
型战略产业。”柏玉兰对未来的
发展信心满怀。

河南明扬肥业有限公司是
中国磷复肥百强企业，该公司
依托中国农业大学，开发研制
了中国第一家磷酸脲复合肥生
产技术。4月 1日，记者在第
12届中原肥料双交会上采访
了河南明扬肥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程博韬。

河南明扬肥业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复合肥、水溶肥生产、
销售、物流于一体的综合性企
业。公司位于新乡市平原新
区，郑州黄河大桥北岸，总资产
3亿元，年产各类复合肥60万
吨，120万吨尿素，水溶肥8万
吨。

据程博韬介绍，“明扬”牌

磷酸脲复合肥采用先进专利工
艺，是通过磷酸和尿素两种元
素进行化学反应，并添加钾、硫
等多种元素生产而成的一种新
型强酸性缓释肥。该产品养分
充足，100%全水溶，溶化无残
渣，不仅保证氮、磷、钾三元素
的供应，还能补充硫，满足作物
对不同养分的需求，达到稳产、
增产的效果。

河南明扬肥业有限公司重
视科技创新，倡导节水农业，促
进水肥一体化。本着为设施农
业服务的宗旨，该公司引进以
色列水溶肥生产技术，采用先
进的水溶肥生产工艺，生产大
量元素水溶肥、氨基酸水溶肥、

腐植酸水溶肥、冲施肥等产
品。“明扬”牌控释肥、复合肥是
中原地区最受农民喜爱的农资
品牌。

过硬的产品质量，优越的
品牌形象，高素质的营销队伍
为“明扬”品牌带来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的认可和追捧。河南明
扬肥业有限公司先后获得河南
省“知名品牌”、“消费者信得过
（企业）品牌”、“最具公信力品
牌”，河南省“科技推广先进单
位”、“十大科技创新先进单
位”、河南省“十佳科技型最具
信赖品牌企业”、“放心农资生
产企业”等荣誉。

“坚持创新好产品、建设好

网络、服务好市场的企业理念，
以科技兴厂，争创名牌带动，实
行管理增效‘三大战略’，实施
复合肥工程和人才工程‘两大
工程’，把河南明扬肥业打造成
规模大、多系列、基地式、现代
化‘四个特点’的复合肥企业。”
程博韬满怀信心地说。

年年春耕年年忙，而
今年的春耕河南农民却忙
得有点不一样。“以前忙着
上肥除草浇地，现在忙着
找专家、开方子，种粮可不
是那以前的力气活了。”唐
河县徐庄村农民刘丽芳
说。麦田里有了新流行，
种地也要“按方抓药”，河
南春耕用肥刮起了一场

“私人定制”风。
“种地随大流，买肥听

忽悠”，对化肥成分配比不
了解，一直以来很多农民
在化肥的选择上都十分随
意，特别是为了增加粮食
产量，盲目施肥，过量用药
的情况十分普遍。这不仅
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
也严重消耗地力，给环境
造成面源污染，影响农产
品的质量安全。

“以前都是看别人家买
啥肥就用啥肥，再不就是看
广告，要是施到地里不管
用，一年到头就白忙活了。”
西平县农民刘树新说。近
年来，随着农业技术推广走
进田间农户，科学种田让老
百姓尝到了“便宜多打粮”
的甜头，农民开始注重科学
种植和麦田管理，测土配方
施肥成为大多数农民热捧
的新流行。

舞钢市李楼村村民
李玉山说：“施肥的时候，
到农技中心请专家给麦

田地做个土壤土质分析，
专家就会开个方子，拿着
方子买农药就可以了。”
李玉山说的“方子”就是
农技中心专家根据土质
分析开出的农资处方，根
据每户农民田地土质的
实际情况，专家在农资处
方上列出氮、磷、钾各种
元素的需求量，农户只要
按照需求量购买相应配
比的化肥就可以了。

“按方抓药”不仅节
省了成本，由于“对症下
药”，土地产能明显提高。
李玉山说：“拿方子买化
肥，一亩地不但能便宜40
多块钱，还能多打50公斤
粮。”河南省土壤肥料站站
长王俊忠介绍，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能够实现减氮稳
磷增钾，进一步优化施肥
结构，实现平衡施肥，提高
肥料利用率，同时还能减
轻因施肥不科学带来的环
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提
高农产品质量。

河南省农业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2015年河南
省计划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1.5亿亩次，力争实现
全省配方肥施用面积达到
5500万亩次，亩均节本增
效30元以上，进一步完善
粮食作物科学施肥技术体
系到2020年实现化肥零
增长。 （新华社）

当前，长江中下游、黄淮海等
主产区小麦陆续进入孕穗、抽穗
阶段，既是产量形成的重要时期，
也是病虫发生防控的关键时期。
4月13日，农业部在湖北省襄阳
市召开小麦穗期重大病虫防控现
场会，要求各地以小麦赤霉病、蚜
虫防控为重点，全力打好小麦后
期病虫防控攻坚战，努力实现“虫
口夺粮”，力争夏粮首战告捷。

今年受冬春气温偏高、降水
偏多等不利因素影响，小麦赤霉
病、蚜虫等重大病虫害呈重发态
势，防控形势异常严峻。从4月中
旬到5月中旬是小麦穗期重大病
虫发生危害的关键时期，是小麦
产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小麦
穗期病虫害防控的最佳时期。农
业部要求，各级农业部门及其植
保机构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坚

决打赢小麦穗期病虫害防控攻坚
战。坚持分类指导、科学防控原
则，突出重点区域、重大病虫，以
落实小麦“一喷三防”补助政策和
重大病虫统防统治专项为抓手，
广泛动员发动，加强服务指导，落
实关键措施，大力推进专业化统
防统治和绿色防控，适时开展应
急防治，确保小麦条锈病、赤霉
病、蚜虫不大面积暴发成灾，病虫

危害损失控制在5%以内，赤霉病
病穗率控制在5%以内、病粒率控
制在1%以内、专业化统防统治率
达32%以上。

农业部强调，各地要大力组织
实施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行动，在将病虫危害控制在最低程
度实现控害稳粮的同时，减少防治
次数和农药使用量，提高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实现提质增效。（农新）

4月13日，汝阳县柏树乡
枣林村的留守妇女在技术培
训班上认真听课。为全面做
好春耕备播工作，积极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汝阳县农业局利
用春季农闲有利时机，举办技
术培训，为发展现代农业创造
了有利条件。

康红军 摄

本报讯 （记者董豪
杰 通讯员杨春旺）随着
城镇化的推进，较多的工
作机会，更好的收入，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
城务工，部分农村出现了

“386199”部队，妇女、孩
子和老人成为常年留守
农村的主力。如今，农村
除了农用机械的推广应
用外，还需要更多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

播种、植保、收获等
实现了机械化，但每年小
麦浇灌一直都是内黄县
东庄镇大村村民李海芬
的难题，她介绍说，庄稼
浇灌看起来简单，做起来
可不容易，不光累，还要
深一脚浅一脚在水里泥
里开口子、改畦、放水，还
要保证没有跑水的口
子。“就这事儿犯愁，庄稼

不浇水肯定不行，可是壮
劳力出去打工，不能耽误
工作回来浇地，我一个妇
女家可不好干。”提起往
年庄稼浇灌的情形李海
芬说。而今年，当地出现
了专门帮别人浇地的“庄
稼浇灌员”，解决了她的
难题，三亩庄稼，很快便
浇灌完毕，而她需要做
的，就是领着浇灌员到自
家的地里。

兰群领便是当地的
庄稼浇灌员之一，对于这
份既能照顾自己田地和
家庭，又能不出门就赚钱
的“工作”，他介绍说，帮
别人浇地，每天能赚100
元，相当于多了一份收
入，现在打工的多，很多
家庭都缺劳动力，虽然时
间不长，但他的收入却因
此增加不少。

种地“按方抓药”
用肥“私人定制”植物疫苗：

保障农作物更优质更安全
——访河南柏裕植物免疫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柏玉兰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吴向辉

科技创新升级 促进水肥一体化
——访河南明扬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博韬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肖列

小麦穗期重大病虫呈重发态势

有了庄稼浇灌员
留守家庭浇地不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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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

春耕时节“充电忙”

4月17日，孟州市赵和镇中临泉村村民正在利用
大型机械播种地黄。种植户汤立新说：“利用机械播
种地黄，省人、省力、省时，每亩才 180 元，太方便
了！” 赵春营 摄

孟州:

大型机械种地黄效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