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0日，国家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发布了新的《主要
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国
家级）》（下称《审定标
准》），包括水稻、小麦、玉
米、大豆、棉花等五种农
业部要求必须审定的作
物。

《审定标准》遵守三
项原则：（1）保障粮食安
全。有利于高产、稳产
品种审定，满足谷物基
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对新品种的要求，为实
施“藏粮于技”提供支
撑。（2）突出绿色发展。
有利于节水、节肥、节药
品种审定，有利于优质、
适宜机械作业品种审定，
满足资源高效利用、农业
可持续发展对品种的要
求。（3）符合市场需求。
有利于加工专用型、特殊
用途及有市场需求的特
殊类型品种审定，满足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市场多元化需求对品种
多样化的要求。

品种审定委员会按
照高产稳产、绿色优质和
特殊类型三类，分别制定
相应的审定标准，各专业
委员会按相应审定标准
对不同用途的作物分别
开展审定。（1）高产稳产
品种。要求品种高产稳
产，试验产量平均比对照
品种（生产上大面积推广
的骨干品种）增产3%以
上。（2）绿色优质品种。
要求品种具有抵御非生

物逆境（干旱、盐碱、重金
属污染、异常气候等）、生
物侵害（病虫害等）、水分
养分高效利用和品质优
良等性状，大幅度节约水
肥资源，减少化肥、农药
的施用，适宜机械化作业
或轻简化栽培，实现“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现代
农业发展。品种试验产
量可适当放宽，具体由专
业委员会把握。（3）特殊
类型品种。适应市场多
元化需求，对于特殊类型
或特殊用途品种，如资源
高效利用品种、水稻耐盐
（碱）及镉低积累品种、栽
培条件特殊品种、特殊用
途品种等，申请者可根据
市场实际需求，提出品种
审定标准，报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备案，并
自行开展相应作物品种
试验。各作物除已列出
的特殊类型品种外，其他
特殊类型品种可参照执
行。

品种审定委员会表
示，品种审定工作的首要
任务是为农业生产筛选
最先进、最适应、最安全
的新品种。在品种审定
过程中，对于品种试验和
《审定标准》不适应生产
实际的情况，随时向国家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办公室反映，经主任委员
会研究同意及时对试验
进行调整，对《审定标准》
进行补充完善。

（农财君）

编辑：丁先翠 电话：0371—65795712 E－mail∶hnrbnzkd@126.com 版式：徐渊 校对：王姝

2017年7月31日 星期一 种子 05

核心提示

提前采取选种、晒种、种
子包衣等种子处理措施，是
小麦播种以前最重要的一项
工作。很多农民都会给小麦
拌种，但小麦拌种该注意哪
些问题？往往存在哪些误
区？

做好几步
出苗健壮病虫减少

小麦拌种这些事儿

拌种目的要明确。拌种
只对土传或种传病害、地下
害虫和部分地上害虫有效，
用微肥或调节剂拌种是对土
壤施肥的一种补充，不能替
代施肥。小麦拌种对腥黑穗
病、散黑穗病、纹枯病、根腐
病、全蚀病、丛矮病等病害，
蝼蛄、蛴螬、金针虫、蚜虫、灰
飞虱等虫害有效，对锈病、白
粉病、赤霉病、地老虎、麦叶

蜂等无效或效果不明显。
选择拌种药剂要有针对

性。拌种剂中的有效成分，
无论是杀菌剂还是杀虫剂，
作用对象是有限的，往往只
对某些病或虫有效，对其他
的病虫无效或效果不明显。
因此，选择拌种剂要有针对
性。全蚀病严重，就要选择
硅噻菌胺、苯醚甲环唑+咯
菌腈等成分；根腐病和黑穗

病类严重，用苯醚甲环唑就
可以；防控麦蚜，选择吡虫啉
或噻虫嗪等。

值得注意的是，拌种剂
中的成分不是越多越好，有
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有效成
分是基础。成分种类太多，
相互间的化学反应更复杂，
就有影响出苗的风险。因
此，拌种剂的成分不是多多
益善，够用就行。

选对药剂 成分并非越多越好

选好剂型 提前拌种更科学

夏季育苗 把好四关

行业信息

辣椒种植多
价格创新低

选择生产工艺和质量好
的拌种剂。适合拌种的药剂
剂型有可湿性粉剂、悬乳剂、
干拌种剂、悬浮种衣剂等，尽
量选择后两个有成膜包衣功
能的剂型。不同品牌的同一
剂型的产品，在质量上往往
有明显的差别，选择的时候
不必迷信高价格、新上市的
奇特产品，最好选择有过使

用历史且口碑好的产品。
提前拌种才科学。拌种

包衣的原理就是给种子穿上
一层只透水不漏药的药衣，
这层药衣穿得是否稳固，和
药剂在种子上的作用时间有
关，提前拌种会使药剂更好
地沾附在种子上更长时间。
所以,要提前给种子拌种包
衣，至少提前3天。

注意控制药、种、水比
例。使药剂在种子表面形成
一层均匀牢固的薄膜是种子
拌种包衣的基本要求。在拌
种前最好先做一个药、种、水
的比例试验，找到最佳比例
后再操作。拌好以后，先晾
晒一会儿再把种子装进透气
性较好的袋内放到干燥通风
处备播。 （领先）

当前，工厂化育苗发展迅速，很多人都
是购买苗子，但为了节约成本，有些种植西
瓜、苦瓜、茄子、辣椒的菜农依然是选择自己
育苗。夏季种菜难，育苗更难，高温干旱，病
虫多发，给育苗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一旦
管理不当就会赔上这一茬苗子。那么夏季
育苗应注意什么呢？

选好育苗土或基质，做好消毒
当前，有些菜农使用育苗基质育苗，有

些菜农为了节省费用使用育苗土育苗。育
苗土或基质的选择与配制是否科学合理是
育好苗的重要条件。多年实践证明，苗子的
滞长、老化、坏死等多数是育苗土或基质有
问题造成的。

育苗基质要选用营养均衡的基质，最好
使用新基质。选购基质时不要贪图便宜，要
购买正规厂家的优质产品。使用育苗土育
苗时，忌用生土。生土熟化程度低，土壤较
紧实，结构差，通气透水性差，肥力较低。此
外，要做好土壤处理。当前很多棚室内根结
线虫很严重，而有些菜农依然习惯从棚中取
土育苗，在这种情况下，菜农应提前处理土
壤。可用威百亩微乳剂熏棚，一方土用50
克药剂即可，与土拌匀后用薄膜密封7天，
晾晒5天后即可。为防止地下害虫为害和

苗期各种病害的发生，在配制育苗土或基质
时，可将阿维菌素和甲基托布津或恶霉灵等
稀释液均匀喷在育苗土或基质上进行消
毒。然后与适量菌肥混合均匀后装盘（菌肥
用量多少依个人情况而定，可多可少）。

遮阳降温，防止高温烤苗
夏季影响育苗的最大障碍就是高温，所

以一定要做好通风降温和遮阳工作。一般
情况下，白天棚内温度应保持在 25℃～
30℃，夜间应保持在15℃～16℃，当棚内温
度超过 35℃并通过透风不能把温度降下
时，应及时在棚顶设置遮阳网遮阴，或在育
苗畦内浇水降温，注意浇水量一次不要过
大，切忌大水漫灌，以免幼苗根系因土壤水
分含量过大而沤烂。但也不要过于干旱，一
般棚内土壤的干湿度以见干见湿为宜，以防
幼苗在高温强光下因水分供应不足而出现
萎蔫干边。可根据天气情况和苗床干湿状
况，在早晨或傍晚用喷壶向苗床喷少量水，
防止苗床干旱。

分清徒长原因，避免幼苗徒长
夏季育苗期间幼苗很可能出现徒长，造

成严重危害的时期是出苗后和子叶展开到
2～3叶期。这两段时期，若未能及时降温，

会使幼苗的下胚轴伸长过度，出现徒长，形
成高脚苗。另外，2～3叶一心到定植前，若
连续阴雨，苗床内土壤和空气湿度大，而未
能及时撤掉遮阳网进行通风透光也会导致
徒长。菜农应根据发生徒长的原因采取相
应的管理措施。若苗子发生了徒长，可用助
壮素750倍或矮壮素1500倍喷施控制。

提前下手，早防死苗
夏季棚内的高温、强光、干旱环境，常造

成幼苗生长不良，病害多发，加上此期正是
各种害虫生长繁殖的高峰期，幼苗极易受
害。该期造成死苗的原因主要是立枯病、猝
倒病、疫病和茎基腐病，在管理上要加以预
防。幼苗出土后，可用普力克600倍喷淋灌
根防治猝倒病；第二片真叶展开后，用甲基
立枯磷1200倍喷淋灌根防治立枯病；定植
前，为预防茎基腐病和疫病的发生，可用甲
基立枯磷1000倍混加DT500倍喷淋灌根
防治。虫害主要以蚜虫、螨虫、蓟马、白粉虱
为主，要及时在育苗棚的防风口处设好防虫
网，严防此类害虫潜入。对潜入棚内的害
虫，可在棚内悬挂黄板诱杀，也可用3%的啶
虫脒1500倍液混10%的吡虫啉2000倍液
防治。

(吴贵藏)

进入三伏天，蔬菜价
格纷纷上涨，前期价格一
向看涨的辣椒销售却平
平淡淡，不现往日的红
火。除了鲜椒之外，干辣
椒的价格今年也是一波
三折。上市初期，干辣椒
价格一路走高，而后期产
区日生意营业量亦削减
约一半。需求的削弱，同
时带来了存货商的恐慌，
供大于求的环境下，干辣
椒价格偏弱。

什么原因导致今年
价格一直高位运行的辣
椒价格下跌？后期辣椒
的走势如何？

分析人士表示，前
期干辣椒市场存在一
定泡沫，很多人对辣椒
行情并没有摸清，跟风
买 进 的 情 况 广 泛 存
在。由于供求失衡的
影响，加之进入夏季以
来，气温一直较高降低
了消费量，干辣椒价格
已经回落到较为理性
的每斤 5.7～6.2 元。预
计，干辣椒的后市行情
仍会偏弱，建议收购商
投资辣椒一定要保持

理性。
市场交易趋弱，而

在市场的另一端，辣椒
种植户也开始通过各种
方法保证收入。临颍县
辣椒种植户吴桂开种植
红辣椒已经有七八年的
时间，今年他种植了十
六七亩的红辣椒，亩产
达 到 700 斤 。 吴 桂 开
说，将鲜椒晾晒成干红
辣椒，价格要高于鲜椒，
利润仍然可观。

对于广大的辣椒种
植户的做法，分析人士
给出了建议：由于今年
干辣椒价格起起伏伏，
很多农民摸不清楚市场
规律，但是综合今年半
年来的辣椒存货量以及
市场销售情况来看，种
植辣椒利润仍显丰厚。
预计今年下半年辣椒种
植面积在此前基础上会
再次扩大。届时供大于
求矛盾凸显，干椒价格
或创新低。建议农户合
理安排种植计划，切勿盲
目扩大种植面积，跟风种
植。

（杨滢）

作物品种国审标准变了！

绿色优质、用途特殊受鼓励

市场

选种 采用合适的选种方法。对于选
种经验不足的，宜采用片选法。即选择品
种纯度较高、生长较整齐的田块进行去杂
去劣，把杂穗、杂草、其他作物、病虫危害
的植株等全部拔除，运出田外，然后单打
单收，留作种用。对于选种技术较高者，
可采用穗选法，即在小麦成熟后选择符合
原品种典型性状和没有病虫危害的穗子，
混合脱粒，单晒单存，留作繁殖田用种。
对于目前大多数每年都购买小麦种子的
种植户，务必到信誉好、在当地工商部门
注册的种子经营部门，选购经过审定适合
当地种植的优良小麦品种，并索取购买发
票。

晒种 播进土壤中的小麦种子的萌发
和出苗需要一段时间，一般5天左右。生
产中尽量实现快速出苗。快速出苗不但
消耗种子内部储存的营养物质少，有利于
出土后幼苗迅速长出三片展叶，依靠光合
作用制造有机营养养活自己，苗儿更健
壮。同时，刚从种子伸出的嫩芽迅速闯过
活动着各种病菌的土层，实际上减少了被
侵害的风险，腥黑穗病、纹枯病的发病几
率就会降低。要想种子快速萌发出苗，就
要快速打破种子的休眠状态，使其迅速从

“睡梦”中苏醒过来。在播种前几天选一
个好天气把种子摊开晒一晒，就是一种快
速打破种子休眠的简便措施。

拌种 所谓拌种，就是先用少量水化
开药剂再和种子拌在一起，使药剂均匀沾
附在种子表面。药剂拌种可以消灭或减
少种子上或种子周围土壤中的病菌、害虫
等，具有内吸作用方式的杀菌剂、杀虫剂
更适合拌种。用微肥或调节剂拌种可以
促使小麦种子快速萌发和幼苗生长。

科技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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