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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减肥”“增绿”驶入快车道 政策

今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公布
早籼稻每50公斤133元

沈丘县

为农田备足“年货”

心连心化肥：瞄准市场精耕细作
近日，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

公司在新乡召开主题为“全员加
速，决胜 2016”的营销工作会
议。会议总结了过去一年公司
的营销工作，分析了目前市场情
况，对如何做好今年营销工作做
出战略部署与规划。

会议认为，过去的2015年，
面对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化肥
行业的持续低迷和市场竞争异
常激烈的严峻形势，心连心公司
全体营销人员顽强拼搏，攻难克
艰，超额完成了2015年的全年
营销目标，各项财务指标均实现
大幅提升，保持了行业的优势地
位。

会上，心连心公司副总经理

王乃仁深入剖析了营销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明确了
2016年的营销战略规划。王乃
仁对今年心连心公司的营销工
作提出了“六方面”要求：一是要
始终坚持“差异化战略”，大力推
广高效肥；二是有效整合尿素、
复合肥团队，充分发挥团队合
力；三是打造一流营销团队，实
现高效运行；四是整合公司内外
资源，深化方案营销；五是积极
探索电商运行模式，创新发展新
引擎；六是完善农化服务体系，
打造营销核心竞争力。他要求
心连心公司全体营销人员坚定
信心、齐心协力，全力实现今年
市场营销的目标。

心连心公司营销中心总经
理贾新潮在会上宣读了心连心
公司2015年营销成绩突出的先
进人物和团队，并进行了颁奖。

心连心公司销售公司总经
理卢述林对2016年的销售工作
进行了部署，并明确了各销售大
区的今年销售目标任务。

心连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刘兴旭在会上强调，2016年是
行业的低谷期，也是心连心公司
的转型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
战和机遇，刘兴旭说，心连心会
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练好基本
功，以足够的热情，瞄准市场精
耕细作。

（王军 张洁）

春耕春播早打算。今年种田施
什么肥?这个问题让一些农户很是头
痛。最近几十年来，种田想高产，都
是多施化肥多打农药，但污染也越来
越严重，粮食越来越卖不上价，现在
绿色粮食卖得贵，一些农户开始考虑
今年施用绿色化肥和有机肥。

这些农户面临的选择是我国
农业粗放耕作方式遭遇困境、农
业转方式面临新契机的生动写
照。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确立
发展绿色农业就是保护生态的观
念，加快形成资源利用高效、生态
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
量安全的农业发展新格局。专家
指出，文件体现出的农业绿色发
展新理念，为未来我国农业发展
指明了方向和出路，粮食生产“减
肥”“增绿”将驶入快车道。

化肥作为农业重要生产资
料，被称为“粮食的粮食”，施用一
定量的化肥，对农业丰产增收具

有显著作用。但当前我国化肥使
用量已达到世界三分之一，化肥、
农药使用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
70%，农业“超肥”现象明显。近
年来，因大力推进测土配方施肥，
化肥用量增长率出现下降，目前
降为1.5%以下。但我国农作物亩
均用量仍高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
平。化肥用量过多不仅造成成本
的增加，也对农业的生态环境带
来一定影响。

“这些年来，中国化肥、农药
用量相当大，生产和使用量都是
世界第一。但是化肥、农药的利
用率比世界发达国家却低15%到
20%左右，降低使用量、提高利用
率势在必行。”中国社科院农村所
研究员李国祥说。

发展绿色农业，推动农业“减
肥”“增绿”，有望成为未来我国农
业发展新趋势。专家指出，我国
有机肥资源丰富，总养分有7000
多 万 吨 ，而 实 际 利 用 率 不 足
40%。通过利用有机养分资源，

替代部分化肥用量，不仅可以减
少化肥用量，促进有机养分循环，
而且将推进有机无机的结合，改
善土壤质量、保护生态环境。

对于推动农业的绿色发展，
今年的一号文件有着明确要求。
文件提出，要实施化肥农药零增
长行动，积极推广高效生态循环
农业模式，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
耕制度试点，加强农业生态保护
和修复。

“首先要加快改变开发强度
过大、利用方式粗放的状况，放弃

‘高投入、高产出’的掠夺经营方
式。其次要发展循环农业，遏制农
业面源污染，实施化肥农药‘零增
长’。其三要有计划地采用休耕、
轮作、种植结构调整等措施，恢复
地力，修复农业生态环境。”中国农
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
臻建议。

据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
德介绍，农业部已开展“化肥农药
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力争通过加

快转变施肥用药方式、推广新型
高效肥料和农药、发展社会化服
务组织等举措，严格控制化肥、农
药的不合理施用。

“在未来5年我国将力争使化
肥、农药使用量年增长速度控制
在１个百分点以内，每年增速力
争下降 0.2 至 0.3 个百分点，到
2020年最终实现化肥、农药使用
量的零增长。”曾衍德说。

最新资料显示，2015年我国
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粮食作物
的化肥利用率为35.2%，比 2013
年提高2.2个百分点；农药利用率
为36.6%，比2013年提高1.6个百
分点。根据测算，化肥利用率提
高2.2个百分点，意味着减少尿素
使用量100万吨；农药利用率提高
1.6个百分点，意味着减少农药使
用量1.52万吨。化肥利用率提高
2.2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氮排放
47.8 万吨、节省 100万吨燃煤。

（王宇 周楠）

俗话说：不过（正月）十五都算
年。农历正月初九，在沈丘县、乡、村
各级农资销售网点，不时有农户前来
采购农药、种子、化肥、薄膜等农资，
为农田也备上了一份“年货”。

年近六旬的村民赵光增家有11
亩地。正月初九，他在农资店购买了
一些除草剂。“春耕马上就要开始了，
买点除草药品，给农田也办上‘年货’，
打好‘提前仗’。”赵光增说。

据了解，沈丘县为全国粮食生产
先进县，粮食生产已实现十三连增。
为再夺明年粮食大丰收，农历正月初
七上班第一天，该县就动员广大干群
及早行动，着手春耕备播。

为保障全县春耕生产需求，沈丘
县农资配送中心提前备足质优价廉、
品种齐全的春耕生产农资。沈丘县
各农资经营合作社也在紧锣密鼓、积
极备战。

据沈丘县供销社负责人介绍，目
前春耕大忙已经来临，做好农资供应
尤为重要。作为流通监管和服务部
门，他们广辟渠道备好备足农资产
品，让农民买到放心农资，同时积极
配合有关部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维
护好市场秩序。 （王向灵）

“在家当‘农事保姆’，挣钱不比
外出打工少！”2月13日，在商丘市梁
园区水池铺乡张王李村千亩蔬菜种
植基地，正忙着帮人采摘辣椒的李莎
莎高兴地说。据了解，像李莎莎这样
的“农事保姆”，在水池铺乡就有
1000多人。

近年来，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乡
无公害蔬菜产业迅速发展，黄瓜、西
红柿、彩椒、茄子等蔬菜不仅销往上
海、广东等地，甚至走向国际市场。
但由于青壮年劳动力陆续外出打工，
农忙时无暇管理，需要雇人帮忙，“农
事保姆”应运而生。这些“农事保姆”
采取钟点工、季节工、短期工等多种
用工形式，为农户提供所需服务。部
分村庄的留守妇女还自发成立了服
务队，既方便种植户用工，又为留守
妇女们开辟了致富新路。

目前，商丘市在梁园区水池铺乡
从事“农事保姆”的人员已达1000多
人，服务内容涉及大棚蔬菜和露地蔬
菜的分级、包装、加工、销售等各个环
节。“农事保姆”既让种植户省心，又
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缺乏和留守妇女
就业两个难题。 （祁亚丽）

日前，农业部印发《2016年
种植业工作要点》，《要点》明确了
2016年种植业的发展目标，即着
力提升“三个能力”：粮食等主要
农产品供给能力、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
重点任务上，做到“三个坚持、三

个突破”，即坚持科技引领，力争
在创新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坚持
效益为重，力争在协调发展上取
得新突破；坚持生态为先，力争在
绿色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要点》确定了2016年种植
业七个方面24项重点工作：一

是稳定粮食生产发展。二是调
整优化种植结构。三是实施藏
粮于地战略。四是实施藏粮于
技战略。五是促进提质增效。
六是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七是推进依法行政。

（李国龙）

近日，国家发改
委发布消息称，为保
护农民利益 ，防 止

“谷贱伤农”，2016
年国家继续在稻谷
主产区实行最低收
购价政策。综合考
虑粮食生产成本、市
场供求、国内外市场

价格和产业发展等
各方面因素，经国务
院批准，2016年生产
的早籼稻（三等，下
同）、中晚籼稻和粳
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
为每50公斤133元、
138元和155元。

（张凤云）

日前，国家林业
局印发《国家储备林
制度方案》，明确了储
备林建设总体要求、
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
等，这是保障和推进
国家储备林建设的关
键举措。

截至目前，已在
广西、湖南、福建等
15个省区市，建设国
家储备林近千万亩，

落实财政补助资金
18亿元。据介绍，国
家林业局正在组织编
制《国家储备林建设
规划》，明确东南沿海
地区、长江中下游地
区、黄淮海地区、西南
适宜地区、京津冀地
区及东北地区六大区
域的国家储备林建设
目标和任务。

（刘羊旸）

深纹核桃是一种
综合利用经济价值很
高的木本油料树种。
近日，中科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的科学家完成
了深纹核桃基因组测
序及精细图谱组装。

研究团队采集了
深纹核桃野生祖先种
的叶片，利用二代测序
Solexa 和三代测序
PacBio结合的测序技
术，完成了核桃的高质
量全基因组测序以及

精细图谱组装，拼接出
深纹核桃基因组的
5.78亿个碱基，基因组
覆盖度达到93.3%。

据介绍，研究团队
结合基因组、蛋白质组
和脂质组的数据，对核
桃仁营养保健的物质
基础进行了全新的探
索，发现核桃仁可产生
86个已知功能的活性
肽和人体必需的全部
氨基酸，且完全蛋白含
量高81%。（岳冉冉）

日前，中国农科
院专家发现，棉铃虫
苏云金芽孢杆菌（bt）
毒素受体基因abcc2
的变异，可导致 bt-
cry1ac毒素丧失在棉
铃虫中肠内的结合位
点而产生对 bt 作物
的高水平抗性。由于
棉铃虫abcc2基因具
有从虫体内代谢排除
阿维菌素的生物学功
能，abcc2 的变异导
致了阿维菌素在虫体
内的积累而显著增加
了其杀虫毒性。

据介绍，阿维菌素

是一类具有杀虫、杀螨
和杀线虫活性的十六
元大环内酯化合物，广
泛用于农业害虫的防
治。abcc2 是 abc 转
运体家族基因的重要
成员，在昆虫代谢清除
外源毒素的过程中发
挥重要功能。

该研究证实了棉
铃虫对两种生物毒
素存在负交互抗性
现象并阐述了其分
子机理，为棉铃虫等
靶标害虫对 bt 作物
的抗性治理提供了
新思路。（李晨）

在被子植物中，
精子是通过花粉管来
传递的，但花粉管是如
何将精子传递到卵子
的呢？这是杂交育种
的技术瓶颈之一。日
前，中科院杨维才研究
组首次分离到了花粉
管识别雌性吸引信号
的受体蛋白复合体，并
揭示了信号识别和激
活的分子机制。

在模式植物拟南
芥中，杨维才研究组
在花粉管中筛选到两
个膜表面受体蛋白激
酶，参与花粉管对胚
囊信号分子的响应。
实验结果显示，两个
受体蛋白激酶共同接

受胚囊的信号，并启
动花粉管的定向生
长。更重要的是，研
究人员通过转基因手
段把其中的一个信号
受体导入另一种植物
荠菜中，并和拟南芥
进行杂交试验，转基
因荠菜的花粉管识别
拟南芥胚囊的效率大
大提高。

该研究是植物生
殖领域的重大突破，
其通过基因工程手段
建立的利用生殖关
键基因打破生殖隔
离的方法，为克服杂
交育种中杂交不亲
和性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依据。（刘强）

科研

植物雌雄识别分子机制被揭示

商丘市梁园区

“农事保姆”俏乡村

《2016年种植业工作要点》印发

国家储备林建设加快推进
已在15个省区市建设近千万亩

棉铃虫对bt作物抗性新机制发现

深纹核桃基因组测序完成

2月18日，杞县城关镇孟岗村果农正在给葡萄剪枝。随着天气的转暖，农民抓住植物生长
的有利时期，做好田间管理，为夏季葡萄丰产丰收打好基础。 刘银忠 李世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