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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三大主粮种子
供需情况

分析

14种农资产品列入
2016年产品质量国家抽查计划

UAN示范推广项目在京启动

新型生物杀菌剂BAC-9912
将在我国首获登记

积极筹备尿素期货上市
郑商所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
大量转移，农村用工成本逐年增
加，能减轻劳动强度、施用方便、
省工节本的药肥与高效的施药
器械，成为种植大户和农资经销
商关注的热点。前不久，“2015
新型植保发展促进论坛”在长沙
召开，与会业内人士认为，在国
家大力倡导化肥、农药使用量

“零增长”的背景下，“药肥一体
化”给我国农资行业提出了一个
新的理念，而航空施药技术将扮
演重要的角色，推动未来农业生
产深刻变革。

“植保机械装备水平的提
升是实现现代植保的重要手
段，而新型高效的植保机械装
备是实现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的根本出路。此外，坚持研发、
生产、推广一批具有绿色、高
效、环保等特点的农资新技术、
新产品，也将成为重要的载体，

‘药肥一体化’便是其中之一。”
全国农技中心推广研究员邵振
润在会上表示，推进农药使用
量“零增长”主要靠提高农药两
率：一是通过促进农药创新、改
善施药机械、发展专业服务、加
强科技研发等提高农药利用
率；二是通过推广绿色防控、发
展绿色防控技术和产品，提高
农药替代率。

“在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重视肥料和农药的配合使
用，将施肥和施药两项独立的农
业技术合二为一，简化了农事操

作程序、减轻劳动强度，使肥料
和农药有机协同促进植物生
长。”河南弘星利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意认为，“药肥
一体化”不是简单地将农药和
肥料混合，需要更多的技术支
撑。药肥具有高效、省工等优
点，为解决当前农业生产劳动
力短缺、用工成本高等问题提
供了有效的解决办法，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

“航空施药技术是农业植保
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随着农村
劳动力的转移及专业化统防统
治的发展，迫切需要高工效施药
机械。”无锡汉和航空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孙向东认为，当前我
国农业生产格局正从非标准化

向标准化转变，农资产业链也随
之发生重构。通过农机提供的
标准化服务，农资将会变成农机
组织的配套，成为农机站前台，
农资、农技站后台的新格局。他
表示，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植
保无人机具有提高工作效率、安
全环保、自动化程度高、使用性
强等优势，但也亟须在应用过程
中解决稳定性、可靠性、一致性、
可操控性等问题。随着我国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不断深入，精准
农业和省时、高效、经济的农业
观念对农资产品的使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航空施药技术不
仅是工具、是技术，将开启一个
新的时代。

（梅隆）

1月7日，孟州市大定街道段东村的温棚里杜志尚在忙着育苗。杜志尚是当地有名的“蔬菜
大王”，他从韩国、日本等地引进蔬菜品种，通过繁育、提纯，找到最适合当地气候、土壤的蔬菜品
种，利用自己的十几座大棚、温棚培育菜苗进行销售，年收入20余万元。 赵春营 摄

近日，郑州商品交易所举行了尿
素期货合约规则论证会。据了解，郑
州商品交易所推出尿素期货的“软硬
件”已相对成熟，届时将与现有的小
麦、“三菜”、棉花、稻谷等农产品期货
组成较为完整的农业生产资料与农
产品品种系列，将更有助于涉农企业
利用期货工具服务生产经营。

截至2014年，我国共有尿素生
产企业 166 家，总产能约 8070 万
吨。据了解，尿素生产企业较为集
中，需求端稳定且范围正在从农业领
域向工业领域扩展，市场发展空间较
大。而从尿素的现货市场情况看，尿
素作为工业品，具有连续生产的特
点，除了必要的检修外，每月产量平
稳。由于尿素工业领域消费量的增
加，其生产、消费、贸易及流通的季节
性也在逐渐弱化，相关企业在全年各
个月份均有套期保值的需求。未来
尿素期货上市后，尿素生产、贸易、需
求企业将积极参与，届时利用期货市
场大量采购尿素的成本肯定更接近
现货市场，采购来源比较稳定。

参加论证会的与会者认为，尿素
期货合约交易单位每手10吨价值适
中，有利于提高市场流动性，促进期
货品种功能发挥。以10吨为合约交
易单位，则一手尿素期货合约价值在
1.68万~2.4万元之间，与农产品期货
相比，合约价值较低。由于尿素行业
的下游需求企业和贸易商规模小、分
散，10吨/手的交易单位方便投资者
参与。

与此同时，尿素期货最小变动价
位设计为每吨1元，沿用±4%的涨
跌停板和5%的保证金组合，交割月
份为每年 1月至 12月，拟采用“厂
库+仓库交割”的交割方式，交割单
位为10吨，仓单非通用，仓单有效期
为4个月，将积极促进期现货市场紧
密结合。 （小农）

夏收冬小麦种子数量
充足，种子质量总体较好，
秋冬种小麦种子市场运行
平稳，价格与去年基本持
平。山东、安徽因取消冬小

麦统一供种政策，市场竞争
激烈，种子价格略有下滑，
上季为今年秋冬种落实繁
种面积1103万亩，比2014
年减少100万亩。

本报讯（记者张菁菁）今
年已经是省农科院开展“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工程”院县共建
的第五年。五年来，专家们跋
山涉水，足迹遍布全省的11个
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县。昨日，
河南日报农村版·农资快递记
者从省农科院获悉，由科技示范
推广处负责同志带队，该院水稻
专家尹海庆、油料作物专家张书
芬、果树专家吕中伟等一行七人
近日来到新县，参加了当地举办
的“院县共建”农技骨干培训班，

对该县基层农技人员进行了为
期两天的授课培训。

课堂上专家们分别就水
稻栽培技术、油菜产业发展、
油菜轻简化栽培、油菜病虫害
防治技术、优质梨树栽培技
术、优质葡萄高产栽培技术等
专业实用技术进行了深入浅
出的讲解。参训的新县基层
农技推广技术员认真聆听了
省农科院专家们图文并茂的
精彩讲授，并不断与专家老师
互动交流。

讲课间隙，油料专家张书
芬还深入新县油菜示范基地，
实地察看目前油菜苗期长势和
田间管理情况，并进行了现场
指导(如图)。

据悉，经过省农科院专家
两天的专业技术培训，当地农
技指导员纷纷表示自己的专
业知识、技术水平、服务理念
得到了有效的更新和提升，同
时也开阔了工作思路，为今后
工作中更好地开展“院县共
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月 7日，尿素硝酸
铵溶液(UAN)试验示范
推广项目启动会在北京
召开。该项目由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
业区划研究所、国家化肥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
京)、中国氮肥工业协会
联合举办。

尿 素 硝 酸 铵 溶 液
(UAN)利用率高、综合能
耗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低，发展UAN既可以优
化中国氮肥产业结构，实
现减肥增效，又可以提高
行业竞争力，符合行业绿
色创新的发展思路。鲁
西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心

连心化肥有限公司、河南
晋开化工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等国内主
要UAN生产企业，及河
南省农科院、安徽省农科
院等科研单位共同参与
此次活动。

据了解，第一阶段的
示范推广项目将在新疆、
内蒙古、河南、河北、山
东、安徽、湖南和四川等
8个省、自治区的大田作
物、蔬菜和果树的有灌溉
条件的主要种植区进行
试验推广，重点对施用
UAN氮的利用效率及减
氮肥效应进行评价。

（俊霞 彦平）

2015年12月31日，
农业部药检所公示2015
年最后一批拟批准登记产
品名单，其中，华北制药集
团爱诺有限公司甲基营养
型芽孢杆菌9912母药和
制剂将在我国首获登记。

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
BAC-9912，是由中国科
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胡江春等人从辽宁渤海海
域的海泥样品中成功筛
选、分离出的一株海洋细
菌，简称BAC-9912。室
内活性测定结果表明，甲
基营养型芽孢杆菌9912

经培养后产生的物质，对
植物真菌类病害具有较强
的抗菌活性；毒理学研究
及环境影响研究证明，其
对人畜没有不良影响，无
致病性，对环境无害。

多年田间试验证明，
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对
黄瓜、番茄的灰霉病、晚
疫病，棉花的黄枯萎病及
苹果树的腐烂病等防治
效果显著。同时，甲基营
养型芽孢杆菌9912也可
作为 PGPR促进植物生
长，为新型的生物杀菌
剂。 (燕玲)

本报讯 （记者刘彤）日
前，国家质检总局公布《2016
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
划》，共涉及170种产品，包括
农业生产资料14种。

为提高产品质量国家监
督抽查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2015年10月，国家质检总
局继续公开征集产品质量国
家监督抽查产品目录建议，并
建立健全公开征集意见的常
态化工作机制。根据《产品质
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

理办法》等规定，国家质检总
局结合现有财政专项经费规
模、产品标准和检验机构技术
保障能力状况，在综合各方意
见的基础上，突出人民群众关
注的重点产品，组织制定了
201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
查计划。

该《计划》涉及农业生产
资料14种，包括化肥4种：复
混肥料、氮肥、磷肥、钾肥；农
药 1种；农业机械 7种：脱粒
机、玉米联合收割机、铡草机、

植物保护机械、微耕机、潜水
电泵、通用小型汽油机；其他
农资两种：滴灌带、农用薄膜。

监督抽查分季度监督抽
查、专项监督抽查和联动监
督抽查3种形式，监督抽查的
对象包括生产企业、经销企
业和网络销售企业。在计划
对上述170种产品开展国家
监督抽查的同时，质检总局
也将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对
计划外的产品开展专项监督
抽查。

从总供给看，尽管上
一期期末玉米种子有效
库存量仍高达 7.5 亿公
斤，但去年玉米制种产区
因灾大幅减产，新产种子
只有10.96亿公斤，今年
春夏播玉米总供给量下
降到18.46亿公斤。从总

需求看，去年玉米收购价
下调及镰刀湾地区调整
玉米种植结构，今年玉米
种植面积有所减少，预计
用种量在 11.5~12 亿公
斤，供给指数下降到1.6
以内，库存将回落到合理
水平上限以内。

玉米
◇过剩程度继续缓解
◇春季种子价格稳定
◇表现较好的中晚熟品种种子价格上扬

去年杂交稻种子市场
依旧低迷，企业尽力消化
库存，在新审定品种带动
种子生产情况下，去年落
实制种面积略增，新收获
种子2.39亿公斤，加上库
存1亿公斤，今年杂交稻
市场可供给种子3.39亿公
斤。今年杂交水稻种植面
积呈稳中略降的态势，国

内和出口用种量约2.5亿
公斤，总量供给充足。受
杂交水稻新品种优势不突
出，常规稻优质新品种不
断扩大种植的影响，早稻
种子价格不会大幅上升，
中稻种子市场供过于求压
力仍大，部分种企为避免
转商处理可能对积压老品
种进行甩货。

杂交水稻
◇种子供需出现结构分化
◇三系杂交稻种子供给过剩依然严重
◇两系杂交早稻种子供需平衡

冬小麦
◇今年秋冬种小麦种植面积略增
◇46亿公斤种子能够满足需求

（数据来源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院县开展科技合作 推动新县农业发展
——省农科院院县合作新县农技骨干培训班开班

孟州孟州 冬季育苗忙冬季育苗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