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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业厅

本版联办单位： 中原
农业我省召开优质花生产销对接洽谈会

做新时代合格的
农业技术推广人员
□河南省农技推广总站平西栓

内乡县

林下“聚宝盆”美生态富百姓

种植标准化 西瓜变“金瓜”
孟津县送庄镇种植的标准化袖珍西瓜即将上市

尖山金银花 药茶首选它 品味河南

本栏目稿件均选自河南省农产
品地理标志保护登记成果汇编——
《品味河南农产品背后的故事》

主 编：陈丛梅 樊恒明
副主编：叶新太 黄继勇

崔 敏 史俊华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制定出了时间表，规划出

了路线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

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对新

时代“三农”工作队伍的基本能力和素

养提出的明确要求。就广大农业技术

推广人员而言：懂农业，就是要熟悉党

的农业政策，掌握农业生产技术要领，

了解农产品的市场行情，是一个农技人

员的基础能力；爱农村，就是要对农村

有归属感，愿意长期扎根农村，为发展

生态农业、绿色农业，使农村永远保持

绿水青山发挥自己的能力，愿意为美丽

家园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农

技人员的工作情怀；爱农民，就是对农

民有亲近感，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

为农民增收增效使农民富裕贡献自己

的力量，一心造福农民，是一个农技人

员的行业品德。标杆已经竖起，目标已

经确定，广大农技推广人员切不可有等

靠要、慢半拍歇歇脚和推一推动一动的

思想，一定要树立主动作为，主动担当

的精气神，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舍我

其谁的历史责任感，积极投身于乡村振

兴和农技推广的宏伟大业中去，为此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要加强学习，在提升能力上下功

夫。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两会”

精神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充分了

解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农业发展趋势与

政策方向。学习中央和地方党委有关

农业农村的政策,补充业务学习轻政治

学习的短，强化政治学习同业务学习同

步进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学习国

内外行业技术的发展动态，转变思路，

掌握适合当地产业发展的先进技术，替

代老旧技术，强体固本，以适应现代农

业发展。学习现代信息技术，丰富农技

推广方式方法，拓宽服务途径，提高服

务效率，为农业科技推广插上信息化的

翅膀。

二要调查研究，在了解实情上下功

夫。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要强化调查

研究，以事实为依据，开展技术指导与

推广。开展农作物生长形势调查研究，

根据苗情、土壤、天气等情况，提出相应

技术措施。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技术需

求调查研究，根据实际作出相应技术调

整，以适应农业规模化发展。开展新技

术试验示范调查研究，充分了解新技术

在当地的适应性，在推广之前做到心中

有数。开展技术应用情况调查研究，充

分了解农民喜爱哪种技术，分析原因，

适当调整技术推广路线。开展市场调

查研究，在一二三产业融合上找着力

点，为农民增收谋出路。开展扶贫调查

研究，帮助贫困户找农业产业发展的方

向，如何在技术服务上助把力。

三要勇于担当，在履职尽责上下功

夫。勇于担当应是农技干部必备的基

本素质，是推动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本质要求是要坚持原则、认真负责，做

到不能为工作怕担风险，在失误面前敢

于担责。农技人员要履职尽责，积极作

为干成事，立足本职工作，大力开展农

业技术服务，为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

收做出应有贡献；要履职尽责，提升服

务，为民务实，扑下身子，深入乡村田间，

现场指导，及时将农事技术宣传到位、

推广到位，切实做到为农民服务，为农

业服务；要履职尽责，以身作则，在职责

范围内严守规矩，心存敬畏不妄为，不

碰“红线”，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切实起

到模范带头引领作用。

四要善于思考，在总结提炼上下功

夫。农业技术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

践，要善于思考，总结提炼生产实际经

验，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农技人员要

善于总结农民群众的发明创造，提炼其

中的科技原理，上升为广适农业技术，

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要善于思考新形势

下农业技术发展新方向，及时总结推广

经验，提炼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技术、新

模式；要善于做好宣传，把好的农业科

技、经验做法、服务模式及时总结出来

并宣传出去，扩大影响范围，让更多群

众受益；要善于创新，在总结前人经验

基础上结合当前及未来工作实际，提炼

出创新型理念，用以解决新时代农业发

展新矛盾，农业生产新需要。

田间地头才是农技人员的主战场，

农民群众心目中的“专家”是要经得起

风雨，经得住酷暑寒冬的考验的，凡是

指手画脚式的“泥菩萨”终将被农民群

众所淘汰，大地才是我们各级农技人员

书写“论文”的笔墨纸砚。愿我们大家

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

动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把最新最美的农业发展

新篇章书写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为中

原更加出彩添砖加瓦。

4月15日，省农业厅在郑州市召开了

河南省优质花生产销对接洽谈会，2018

年全国油料产业发展大会也同期举行。

全省17个省辖市、20个花生重点县农业

局（委）分管领导、业务部门负责同志以及

花生种植、购销、加工经营主体，共120余

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省农业厅进

一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发展“四优

四化”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全省优质花

生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举措。

邹庆鹏副厅长作了主题报告，在介绍

我省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情况，分析我

国油料产业供需情况的基础上，他强调指

出，花生作为我省主要油料作物，具有显

著的比较效益优势和在玉米调减下的替

代增收作用，发展优质花生，不仅有利于

“药肥双减”和耕地地力提升，而且对促进

农业种植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扶贫增收

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今后全省花生产业的

发展要认真贯彻落实好省政府两个转型

升级方案的总体要求，切实推动优质花生

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发

展。

当日，产销对接洽谈会成果丰硕，全

省40余家花生经营主体与中粮集团、鲁

花集团、淇花食用油、星河油脂等来自全

国的食品、油脂加工企业、进出口贸易企

业、油料经营主体等进行了洽谈对接，初

步达成意向订单16单，订单量13.4万吨，

其中种子繁育订单1.25万吨，商品订单

12.15万吨，订单平均价格高于市场价0.5

元/斤，订单总金额达7.8亿元。（厅信）

金银花亦称银花，别名二花、双花、

二宝花、鸳鸯花、花须翁、通灵草等，系忍

冬种。为半年绿多年生藤茎缠绕灌木。

其根、茎、叶、花、实均可入药。药用、茶

用主要指干燥后的金银花花蕾。1984

年国家医药总局把金银花明确定为35

种名贵中药材之一。金银花虽在国内多

处有分布，主要产区在河南称之南花，山

东称之东花。产地不同药用商品名称各

异。历史上，河南主产地在新密尖山地

区。

尖山位于新密市（原名密县）西部，

为伏牛山余脉的五指岭山区，海拔1200

多米。新密尖山是我国金银花人工栽培

的发祥地。据考证，明代已开始栽培，历

史悠久，已长达五百余年。尖山群众家

家户户栽种金银花，被誉为“金银花之

乡”。《辞海》一书写道：“密县位于郑州西

南，汉置县，农业以小麦杂食为主，并产

金银花。”据《密县志》记载早在民国四年

（公元1915年）尖山金银花商品就在巴

拿马召开的万国博览会上展销。据嘉庆

二十二年修订的《密县志》记载：“金银花

鲜者香味甚浓，山中种植者多，颇获利。”

上海图书馆藏本《密县志》记载：“公元

1919 年密县银花出口换取白银八万

两。”1984年在袁庄乡政府院内发现有

关金银花生产的石碑一通，该碑记载了

清光绪十四年密县花农反银花霸的经

过。

关于尖山金银花的民间传说甚多。

据说最初发现金银花的是香峪寺的和

尚。香峪山与五指岭隔涧相望，属五指岭

的姊妹峰，站在山巅可眺望“三龙戏水，鱼

跃深潭”的奇景。一天香峪寺和尚觅着一

阵阵微风中的清香北行，直指海拔千米的

山泉欲喷处，一簇簇青藤缠绕，对花并生，

浓香的细条花瓣展现眼前，和尚便采回香

花，奉献禅师，当禅师扶桌饮茶时，一对银

花落入杯中，顿时茶味清香宜人，爽心可

口，于是禅师就“积德以世，积善以士”，用

这香花茶招待四方来客，并借此广为传

颂：“香峪山上香花开，欲请四方客人来，

饮上一杯香花茶，顿觉清凉疑仙家。”此

时，金银花就初显盛名了。随着岁月的推

移，香峪寺逐步地繁盛起来。一则为了满

足远方来客茶饮之需，二则为了美化香峪

寺院的环境，和尚便与附近的农民将金银

花由北山凉水泉移植到香峪寺附近的黑

龙潭、黄龙潭、白龙潭及巩密关一带。由

此，金银花由野生开始了人工栽植，并得

到人们的爱戴和培育，在五岭山间形成了

一个东西长达八里，南北宽约五里古老的

金银花产区。至此，尖山金银花已闻名全

国各地，纷纷前来采购金银花的客商络绎

不绝。

清末民国初年，尖山金银花栽培已达

鼎盛时期，20世纪40年代，金银花价值每

斤二块银元折合购买小麦30公斤。1942

年河南大旱，灾情严重，饿殍载道，而金银

花主产地尖山人民卖银花度过了荒年者

甚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各级党

委政府的重视下，尖山金银花发展很快，

1952年至1977年26年间，向日本、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国出口银花达36.77万

斤。至今在市场上尖山金银花仍属紧张

药材，货源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

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科学技

术事业的发展，尖山金银花于1981年列

入省级科研项目。建立了以尖山为基地，

有林业、医药工作者参加的尖山金银花研

究所，开展了对金银花生物学、栽培技术

等项试验研究。目前，银花种植规模已达

万亩以上，产品畅销日本、东南亚及我国

的港、澳等地，发展金银花产业已成为尖

山地区脱贫致富的重头戏。

尖山金银花，历史悠久，质量上乘，具

有花条长，骨茬硬，色泽佳，质地纯，味浓

清香的特点。其花蕾（二花）、叶、藤含有

环己六醇草黄素，皂甙、鞣质等，是抗菌良

药。其叶外敷能治刀伤，藤治疗痈肿疮毒

效果也甚佳。作为饮料，泡茶常饮，也能

滋补肺脾。2012年，“尖山金银花”获得

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登记。

4月17日，农业产业扶贫对接会在省

农业厅召开。台前县、卢氏县、嵩县、淅川

县四个河南省深度贫困县分管扶贫副县

长、县农牧局局长及省厅各处室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会议由省农业厅副厅长刘保

仓主持。

会议研究了支持深度贫困县农业产

业发展的具体举措，将着力解决农业产业

扶贫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厅信）

4月10日～12日，2018年河南省中药

材生产技术培训班在嵩县成功举办，来自各

县（市）、区中药材生产主管单位和生产技术

人员、种植大户等共120余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会上,河南省农业厅中药材生产

技术服务中心有关领导做了动员讲话，希

望通过培训提升中药材标准化生产技术水

平，打造中药材产品产地品牌，推动中药材

产业在河南省精准扶贫中的积极作用。

当日，来自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河

南农业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的专家教授

分别就中药材病虫害绿色防控、中药材生

产栽培技术、中药材规范化基地建设等内

容做了生动翔实的讲解，受到参训学员的

一致好评。

本次培训班的成功举办，将对扎实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落实加快高效种植

业和绿色农业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对实现

“一村一品”，发挥中药材产业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脱贫攻坚战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和积极作用。（厅信）
住的是钢结构阳光房、享的是自动

化空调、睡的是尼龙绳吊床、吃的是有

机香油饼、喝的是自家养的羊奶，这就

是孟津县送庄镇高端精品袖珍西瓜的

成长过程。这些享受着品质生活的精

品袖珍西瓜，月底将陆续成熟大量上

市，销往北京、上海、郑州等都市里的高

端瓜果市场。

袖珍西瓜主产地之一的送庄社区居

委会主任赵建彪说：大西瓜成功“瘦身”，

靠的是标准化这把“量尺”。从选种、育

苗、催芽、栽植，到种植环境温度、湿度控

制，再到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的时间

等，都有一系列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才

能种植出来皮薄0.3厘米至0.5厘米、含

糖量12%至14%的小西瓜。

通过标准化种植出来的小西瓜，不仅

具有小巧玲珑、皮薄肉厚、口感甜润等特

点，而且上市早、能抢占商机、卖上大价

钱。“普通西瓜1元一公斤，小西瓜卖15元

至20元一公斤。此外，小西瓜采用立体

式种植，一个温室大棚的亩产要比普通露

地西瓜亩产增加近10倍。”赵建彪说。

65岁的高宏发是个种瓜能手，20世

纪70年代就开始种植西瓜。他说：“俺们

采用的西瓜苗全部由合作社直接用种子

培育、移栽，不嫁接，不喷农药，不施化

肥，西瓜生长期间由合作社的技术人员

对瓜农进行培训和技术指导。加之送庄

村地处邙山岭上，土质细腻，光照时间

长，所产的袖珍西瓜以皮薄、瓤沙、含糖

量高而远近闻名。”

在村民李会霞的西瓜大棚里，绿、黄

两色的小西瓜挂满藤架间，丰收的景象

十分迷人。李会霞说，她种植袖珍西瓜

已有8个年头，今年种了3棚品质好、产

量稳的华晶3号和华晶12号西瓜。她每

7天向瓜的叶面喷洒一次羊奶，这种西瓜

被人们称为“羊奶西瓜”，价格虽高，但仍

供不应求。村里的瓜农家家都养殖了优

质奶羊，从西瓜坐果到采摘的一个多月

里，共为瓜秧喷洒羊奶7次，有效提高了

西瓜的甜度。

走进该镇梁凹村的精品袖珍西瓜种

植基地，41岁的村民刘卫娟正在自家大

棚里忙着把西瓜藤往绳子上缠。她说：

“瓜藤不会自己沿着绳子往上爬，3天就

要人工将瓜藤往绳子上缠一次。今年年

初，为降低人工成本，她投资了30多万

元，给3个棚上都安装了自动卷帘器。过

去把大棚上的帘子掀起来，一次要花费

一个多小时。现在有了这个机器，这项

工作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标准化种植不仅能丰产，更能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送庄镇党委书记卫世军介绍说，

截至目前，标准化种植带动了全镇20多

个大户、100多个小户种植小西瓜，种植面

积约3700亩，亩产量约3500公斤，亩产

值约为4.7万元，年总产值超过1亿元，形

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农业发展模式，

成功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与休闲观光旅

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子。（郑战波 谢广秋）

4月21日，渑池县

仁村乡蟠桃村麦田上

空，4架多旋翼无人植

保飞机来往穿梭，仅半

天时间，完成了1200

亩小麦的“一喷三防”

作业。今年该县农业

畜牧局通过向土地托

管公司、合作社等农业

生产社会化服务企业

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

小麦植保无人机统防

统治作业。王峰 刘
武 摄

4月18日，在汝阳县柏树乡枣林村，康寿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在采摘优质红薯苗。4月中旬以来，汝阳县一年一度的红薯移

栽工作拉开帷幕。汝阳县的红薯闻名豫西，2017年汝阳红薯荣获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称号。目前，全县红薯种植面积8万余亩，

鲜薯总产量1.44亿公斤，商品红薯储藏能力达4000万公斤，已成为豫西最大的优质食用型商品红薯生产基地和储藏保鲜基地。红薯

畅销上海、北京、贵州、四川、新疆等地。为助推精准扶贫工作，县里依托农民合作社不断引进红薯新品种、新技术，为农民增收脱贫致

富开辟了新途径。康红军 王康回 摄

内乡县充分发挥林业大县资源优

势，着力发展林下经济，促进林区经济发

展、林农增收致富，目前全县林下经济面

积89万亩，年产值11亿元，走出一条生

态和经济双丰收的新路子。

该县以森林资源为依托，推动林下

经济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着力提高

林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结合双十万亩核

桃、油桃基地建设，推进林下经济发展，

实现树上林果飘香，林下种、养、游全面

发展，或种植中药材、经济作物，或养羊、

养鸡，或开展休闲游、采摘游，实施以短

养长，立体经营。全县以林下种植、养

殖、产品采集加工等为主要内容的林下

经济，已成为农民增收新的增长点，一些

特色突出、质量优良的绿色品牌依托林

下经济脱颖而出，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林下经济成为“不砍树也能致富”的

生动实践，促进了区域生态保护，目前全

县森林覆盖率达60.1%，实现了大地增

绿生态增效。而今内乡县山清水秀，森

林繁茂，生态旅游产业异军突起，带动了

县域经济发展。依托森林旅游，当地农

民通过开展农（林）家乐和森林旅游人家

等个体经营、资源出租或入股经营等，人

均增收数千元甚至上万元。（李红亚）

4月18日，滑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召

开了由全体技术人员参加的“百站包万

家”活动动员会，会上滑县农技中心领导

宣读了2018年河南省农技推广系统服务

新型经营主体“百站包万家”活动方案，要

求全体技术人员踊跃参加，人人参与，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服务能力

和影响力，提升农技推广工作水平。会议

宣布“百站包万家”活动在滑县正式启动。

目前，滑县农技中心正在有序推进此

项工作的开展，根据全县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情况与农技人员情况，建立工作台账，明

确工作任务、工作目标、工作措施和责任人

员，使每个农技人员都能做到任务明，目标

清，确保该项活动的扎实推进。（厅信）

农业产业扶贫对接会召开

我省举办中药材
生产技术培训班

滑县

“百站包万家”活动启动

汝阳 薯农采苗忙

渑池渑池 推广统防统治保丰收推广统防统治保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