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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科研成果接地气 服务菜农惠民生
——省农科院不断加强工厂化育苗科技攻关

“别看这个是小苗，但种苗
健壮、根系发达，基本没有缓苗
期，一栽就活。”12月2日下午，
在郑州市中牟县一栋蔬菜大棚
里，菜农老秦忙着移栽一个多月
前从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蔬菜
栽培研究室订购的黄瓜种苗，他
对记者说，“上一茬黄瓜，我用的
就是省农科院园艺所蔬菜栽培
研究室的种苗。长得快、产量
高、好管理，就连病虫害都比周
边地块少，省了我不少农药和肥
料钱。听省农科院的史宣杰老
师说，这叫‘壮苗防病’。”

今年56岁的老秦是个有多
年种菜经验的老把式，喜欢钻研
蔬菜种植技术，没事爱往省农科
院跑，学学新技术、找找新品种。

几年前，老秦种菜还热衷于
种大苗，他认为大苗挂果早，能
抢先上市卖个好价。“卖完一算
账，刨除种植成本、人工成本，根
本没落手里钱。”下了这么大的
工夫，精耕细作的，却还是产量
低、赚不到钱，老秦思来想去，决
计要弄个明白。

经人指点，老秦来到省农科
院园艺研究所蔬菜栽培研究室

找答案。“大苗活力低，缓苗慢、
易死棵，中后期产量低。小苗活
力强，基本无缓苗期，因此生长
旺盛，总产量较高。”省农科院园
艺研究所史宣杰研究团队成员
马凯博士和杨帆博士分析原因
后，建议老秦试试小苗。

老秦随即试种了一茬小
苗。“没想到省农科院园艺研究
所蔬菜栽培研究室提供的还有
配套的技术服务，产量提高了，
卖相和口感也更好了，一茬下
来，收入居然增加了近四成。”老
秦高兴地对记者说。

近日，受气温骤降、墒
情较差等因素影响，南阳
部分地区麦田出现麦苗发
黄、根系差、死苗等现象，
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区南阳中心工作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
科学喷药防治，并推荐使

用五洲丰大量元素水溶肥
（20克）+四川国光根宝+
卞氨基嘌呤+优丰的全程
作物保护方案，收到了良
好效果和农民的欢迎。图
为方城县小史店镇寺门村
农民刘金岗在察看防治效
果。 本报记者 肖列 摄

本报讯（记者肖列）
日前，河南兴发昊利达肥
业有限公司推出了潜心研
发的新品——全水溶复合
肥。全水溶复合肥采用以
色列尖端技术，是硝硫基、
全水溶、壮棵、膨果、高产
型肥料，可有效解决肥料
分层现象，以及大、中、微
量元素的拮抗问题，广泛
适用于喷施、滴灌等高效
设施农业，肥料利用率达
80%~90%，滴灌较普通
肥料省水75%~85%。

全水溶复合肥技术
先进、营养全面、全水溶、
绿色环保，除含有氮磷钾
外，还富含农作物必需的
中微量元素等，硝态氮含
量高，作物使用后见效快

速，并能加速营养生长向
生殖生长转化，提高产品
品质及产量并提前上
市。具有水溶肥的品质，
复合肥的高性价比。

据了解，河南兴发昊
利达肥业有限公司入围

“中国500强企业”、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技术
力量雄厚，产品市场占有
率高，企业美誉度强。全
水溶复合肥的面世是河南
兴发昊利达肥业有限公司
积极落实国家“农药化肥
两减行动”和党的十九大
倡导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旨在提高农
民种植收入，迎合市场差
异化需求的“明星”产品，是
农民选择冲施肥的首选。

兴发昊利达
推出全水溶复合肥

企业动态

五洲丰
推出全程作物保护方案

□本报记者 刘彤 通讯员 许奕 文/图

11月30日上午9
时，天气晴冷，寒风瑟
瑟。走进省农科院园
艺研究所蔬菜栽培研
究室的智能玻璃温室，
顿觉暖意融融，记者看
到在物联网智能监控
系统显示终端上，详细
显示着当前温室内各
项环境参数：空气温度
26.48℃ ，空气湿度
72.66%，以及光照强
度等数据；在育苗床
上，苗高、茎粗、叶片数
量几乎一样的黄瓜苗
生长在穴盘中，如同
“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来自新乡的家庭
农场主李洪亮正在订
购种苗：“连续三年了，
我全是从省农科院园
艺研究所蔬菜栽培研
究室订的苗，这儿的番
茄苗、黄瓜苗株株旺
盛，移栽后活棵快、基
本无缓苗期，挂果早、
挂果多，用着放心。”

为了让菜农能种
上健康壮硕的种苗，省
农科院园艺研究所蔬
菜栽培研究室、河南省
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
系创新团队在研究室
主任、团队领头人史宣
杰研究员的带领下，一
直致力于蔬菜作物优
良品种的筛选、健壮种
苗培育技术的研发、标
准化育苗流程的制定、
育苗设施设备的高效
利用等研究。

近年来，我省大批蔬菜生产
企业、蔬菜专业合作社兴起，与
之相配套的产地（销地）批发市
场、蔬菜加工保鲜销售企业也逐
步完善，蔬菜种植业迎来历史性
发展机遇，蔬菜种植面积不断扩
大，种苗需求量日益增长。

“我省常年蔬菜种植面积稳
定在180万公顷，其中设施蔬菜
面积就有近40万公顷，然而我
省蔬菜工厂化育苗规模远未满
足市场需求。”史宣杰研究员说，

“仅在省农科院现代农业研究开

发基地的周边，卫辉、延津、原阳
等县市的蔬菜大棚面积就有三
万来亩，折算成对种苗的需求，
就是八九千万株。”

“农户分散式育苗缺点是品
种较为单一、质量参差不齐，容易
出现病苗、弱苗，制约蔬菜产量、
品质和效益的提升。”史宣杰研究
员介绍，利用蔬菜工厂化集约育
苗，具有省工省力、节约种子和农
药、秧苗健壮、多茬培育等优点，
通过工厂化苗床穴盘无土集约化
育苗，然后将成品苗直接推广到

蔬菜种植区，从而解决农户育苗
难的问题。

为满足蔬菜产业发展的需
求，解决农民育苗难的问题，培育
出适宜中原地区种植的蔬菜种
苗，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史宣杰
科研团队坚持科研创新，攻克一
个个技术难题，不断地提升了蔬
菜育苗技术水平。该团队集试
验、示范、推广一体化的模式，既
为承接的各试验项目提供了坚实
基础，也在中原地区蔬菜育苗产
业中起到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工厂化育苗常用的穴盘是
50孔的，也有75孔的，育的是大
苗。咱们团队通过不断技术攻
关，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使用105
孔的穴盘培育小苗，比相同面积
可以多培育40%～110%的种苗，
育苗密度大、管理成本低，且种苗
健壮、根系发达。”11月30日，在
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蔬菜栽培研
究室的智能玻璃温室里，史宣杰
研究员随手从穴盘中拿起一株种
苗，向记者展示种苗发达的根系，

“根系活力的强弱，是表明种苗质
量的重要指标。培育健壮的小

苗，是工厂化育苗的方向。”
“除根系粗壮、毛细根多外，

还要苗齐苗壮，没有病斑、虫卵，
才能算是好苗。”史宣杰研究员
介绍，为让菜农种上好苗，从优
良品种的筛选、健壮种苗培育技
术的研发，到标准化育苗流程的
制定，团队严谨试验、反复论证，
甚至基质材料的选择和配比、种
子播前处理方式、菌肥菌种发酵
方法与时间控制等，也都有明确
的标准。

同时，现代化的环境调控技
术，也为种苗提供了适宜的生长

环境。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蔬
菜 栽 培 研 究 室 占 地 面 积
13000m2的智能玻璃温室和钢
架结构连栋薄膜温室，装备有水
源热泵加温系统、风机水帘降温
系统、微雾降温系统、环轴流风机
温度均衡系统、内外遮阳系统、内
保温系统、行走式喷灌系统等一
系列现代化设备，结合物联网智
能监控系统，达到了对温度、湿
度、光照、水肥等因素智能、精确的
控制，使得种苗的育苗时间短、集
约化程度高、抗风险能力强，而且
长成种苗整齐健壮、优质、抗病。

产量品质双提升
——菜农不种大苗种小苗

本报讯 （记者肖列
通讯员李江武）11月 25
日~26日，河南大联盟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联盟生物科技”）
光碳核肥产品推介会暨
南阳蔬菜基地观摩会在
南阳举行。省内外县、乡
（镇）级加盟经销商代表、
规模种植户等1000多人
参会，并观摩了南阳市黄
台岗镇农民邢付臣的光
碳核肥蔬菜示范田。

会议由河南大联盟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办，
中国光碳联盟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南阳东仑生物

光碳科技有限公司承
办。南阳市原市委副秘
书长闫天三、河南省林业
厅科技处原调研员杨文
立，南阳市农业局副局长
李玉生，南阳市科技局书
记闫光彬，河南大联盟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桂鹏等出席推介会。

据了解，“光碳核肥”
批准登记号为农肥2016
准字 5326号，获得中国
及欧盟双重有机产品认
证，被推荐为“2017中原
种衣剂杯·黄淮麦区暨黄
淮海农资农机“英雄榜”
总决赛提名展示产品”。

本报讯（记者肖列）
11月28日，由青岛欧非
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河
南七州城林肥业有限公
司联合主办，河南省张红
艳爱心剧团协办的“马克
托尼·七州城林功能肥料
2018新品发布会暨招商
文艺演出”在安阳召开。
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超
过 1000 位的市、县、乡
（镇）农资经销商、合作伙
伴、种植合作社、家庭农
场、种田大户参会。

会议现场气氛热烈、

内容充实，经销商代表现
场分享了马克托尼·七州
城林功能肥料多抗高产
的肥料效果及示范推广
经 验 ，踊 跃 的 预 定 了
2018年冬储肥料为春耕
备播做好准备，并观看了
梨园春擂主的精彩演出。

据了解，马克托尼·七
州城林功能肥三年来在各
地大面积示范推广施用，增
产增产效益突出，赢得了各
地农民朋友欢迎和经销商
认可，成为国内肥料行业领
先的功能性肥料产品。

大联盟生物科技
举办光碳核肥推介会

马克托尼·七州城林
召开2018新品发布会

科技攻关有突破
——从50孔穴到105孔穴

一心为农解难题
——引领蔬菜育苗产业发展

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蔬菜栽培研究室培育的黄瓜种苗

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
蔬菜栽培研究室智能玻璃
温室安装的物联网环境因
子监控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