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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农作物遇上

虫害，是“放任”害虫带来产量损失，还

是喷洒农药治虫“杀敌一千自损八

百”？农产品产量质量保障与农业生态

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绿色生产技术是

关键。省农科院烟草所在果蔬、小麦、茶

叶等多种作物上推广应用的以虫治虫，

利用烟蚜茧蜂防治蚜虫的绿色防控的

新方案，为保障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

护，提供了新的技术解决方案。

5月11日，信阳市平桥区五里办事

处凤台村的蔬菜大棚里，蔬菜种植户

王准对该技术双手赞成。王准介绍

说，几乎所有的蔬菜种植户都会被蚜

虫所困扰，蚜虫不仅损害农作物，它还

是多种病毒病的传播媒介，而且蚜虫的

抗药性会随着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明

显增强。利用烟蚜茧蜂这一蚜虫天敌，

既防虫，又降低成本、提质增效。

从去年开始，省农科院深入系统地

在小麦、蔬菜、茶叶作物上进行推广应

用，形成了“田间以释放烟蚜茧蜂为主，

关键时期配合施用生物剂防治蚜虫”的

综合防治技术体系，为丰富农作物的绿

色生产技术体系，减少农药使用、降低农

药残留，提升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提

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该项目负责人、省农科院烟草所李

成军介绍说，烟蚜茧蜂是多种蚜虫的寄

生性天敌，可以将卵产到蚜虫体内，卵依

靠蚜虫的组织及营养长大，在这个过程

中，将蚜虫消灭，是一种利用蚜虫天敌防

治、以虫治虫的技术。

据了解，作为一项生物防治技术，烟

蚜茧蜂防治蚜虫已在全国烟草上进行了

大面积推广，我省在2014年~2017年累

计推广该技术363.31万亩，减少农药使

用60%以上，累计节约农药成本1181万

元，节约用工成本5812万元。省农科院

烟草所所长李淑君介绍说，在烟草种植

中，烟蚜茧蜂防治蚜虫已经相对成熟，但

在小麦、油菜等大田作物以及果蔬的应

用上还要解决烟蚜茧蜂的工厂化生产以

及储存等问题，该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

用，离不开技术的进一步提升。

本报讯 （记者董豪杰）“中国酥梨

之乡”宁陵，酥梨以酥脆易溶、汁多味甘

闻名于世，受供求关系、种植面积多等因

素影响，近年来出现丰产不丰收的情

况。5月18日，省农科院在宁陵召开的

酥梨深加工现场观摩会上，参会的众多

种植户对酥梨膏等加工产品和技术赞不

绝口，通过延伸产业链，开展酥梨深加

工，宁陵酥梨迎来新发展。

省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贮藏加工

岗位专家、省农科院园艺所张四普介绍

说，果品精深加工无疑是解决酥梨问题

的良策，通过加工解决销售难题、增加

果农收入迫在眉睫。在省“四优四化”

科技支撑行动和河南省大宗水果产业

技术体系项目支持下，目前课题组已开

发出酥梨膏、酥梨酱、酥梨系列养生酒

和酥梨养生醋等酥梨深加工产品。已

完成和正在制定酥梨半地下式贮藏保

鲜技术规程、酥梨冷藏技术规程、酥梨

膏生产加工技术规程等多项河南省地

方标准。

借助我省“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

计划，宁陵县金维果维饮品有限公司和

省农科院进行合作，作为省“四优四化”

贮藏加工示范基地，开展酥梨深加工，开

发出以酥梨膏、酵素为主的系列产品，年

生产量达50万吨以上，通过线上线下途

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该公司副总经

理李鑫介绍说，酥梨满身都是宝，精深加

工能让酥梨物尽其用，酥梨汁能做酒、做

酵素、花果茶，酥梨能够熬制梨膏、梨酱，

滤渣则能做有机肥。“以企业加工为主

导，整合了酥梨栽培生产、深工业，不断

延伸产业链条，”李鑫说。

据了解，河南省“四优四化”科技支

撑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宁陵县酥梨深加

工快速，涌现了一批从事酥梨深加工的

企业和合作社，加工产品也有单一的梨

膏向梨汁、梨片、梨酒、梨罐头、高档酵

素、营养梨醋、梨蜂蜜酵素发展，梨加工

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本报讯 （记者董豪杰）“春种瓜果

秋种菜，提质增效收益高”，正成为西华

县众多果蔬种植户的新理念。5月14

日，西华县迟营乡百农园种植合作社的西

瓜大棚里，多个品种的小西瓜即将上市。

作为当地有名的瓜菜种植“老把

式”，百农园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迟红旗

又为当地种植户树立了新的标杆——

提升品质，优质优价。迟红旗今年种植

的小西瓜，早已被采购商预购，只待成

熟、装箱、运输。而去年春节前，合作社

种植的绿色芹菜，在高于市场价格的同

时，依然供不应求。收益的提高，得益

于省农科院“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

计划优质果蔬专项在当地的实施。

迟红旗介绍说，合作社的150亩种

植基地内，种植有西瓜、甜瓜、芹菜、辣

椒、番茄多种瓜菜，品种也多种多样，均

为省农科院园艺所专家推荐的优良品

种。此外，省农科院组织多学科专家在

合作社指导推广了工厂化育苗技术、水

肥一体化技术、设施蔬菜生产管理技

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等，“新品种+

新技术”，让合作社收益不断提高。

科技带来高效益，收益的不仅是迟

红旗。西华县西瓜传统种植区黄桥乡，

西瓜种植面积大，但由于品种和种植技

术相对落后，种植户效益提升难。为

此，省农科院园艺所专家在当地示范推

广新品种，同时指导种植户采用新技

术，从而提高收益。

拥有400余亩耕地、100多个大棚

的西华县慧磊种植合作社，今年种上了

优质西瓜品种“斯美特”，经省农业厅、

河南农大、省农科院专家现场测产，亩

产超过3000公斤，亩效益达2.4万元，

工厂化育苗、多层覆膜等技术的应用，

让该合作社成为当地可看可学的高效

种植园样板。

省农科院园艺所副所长张晓伟研

究员介绍说，“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

计划优质果蔬专项，就是针对果蔬产业

发展的关键问题开展科研和技术推广

服务，用新品种、新技术解决瓜菜种植

过程中的难题，以多学科攻关和技术集

成，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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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光山县仙居乡张湾村青春合作社社员正在用插秧机移栽水稻秧苗。“小满”前后，该县多地连日普降大雨给种植水稻最

佳时节带来充足水量，全县80多万亩水稻进入紧张的插秧阶段，当地农民抓住最佳黄金时节，抢栽播种。谢万柏摄

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小麦

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根据预案,小麦预案执行区域为河

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6省,执

行时间为当年6月1日至9月30日;早

籼稻预案执行区域为安徽、江西、湖北、

湖南、广西5省(区),执行时间为当年8月

1日至9月30日;中晚稻(包括中晚籼稻

和粳稻)预案执行区域和时间为:江苏、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

8省(区)当年 10月 10日至次年1月 31

日,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当年11月 1

日至次年2月末。其他省(区)是否实行

最低收购价政策,由省级人民政府自主

决定。

在上述规定的执行区域和时间内,当

粮食市场收购价格持续3天低于国家公

布的最低收购价格时,由中储粮分公司会

同省级粮食、价格、农业、农业发展银行等

部门和单位提出启动预案的建议,经中储

粮集团公司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

准,在省(区)内符合条件的相关地区启动

预案。执行本预案收购的粮食,应为当年

生产且符合三等及以上国家标准,相邻等

级之间的等级差价按每市斤0.02元掌握,

四等及以下的粮食由地方政府组织引导

实行市场化收购。

启动预案地区,当市场收购价格回升

到最低收购价水平以上时,要及时停止预

案实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各

类企业积极开展市场化收购。（高文）

本报讯（记者肖列）5月14日，由河

南省农科院主办，新乡市农科院、新乡市

农牧局承办，河南九圣禾新科种业有限

公司协办的河南省“四优四化”科技支撑

行动计划优质小麦品种观摩暨产业化研

讨会在新乡市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振东，国家现代

农业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肖世

和，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邓光联，省农科

院副院长卫文星、优质小麦专项负责人

李向东，新乡市农科院院长闫玉信、市农

牧局调研员杨胜利，河南九圣禾新科种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雪飞等领导、专家

出席研讨会。

研讨会上，赵振东、肖世和、邓光联、卫

文星、李向东等分别就我国优质小麦现状、

产业格局与发展趋势，河南省“四优四化”

科技支撑行动计划优质小麦项目介绍与实

施情况，优质小麦新品种规模化种植、示

范，“新麦26”品质与商品化应用等话题作

主旨发言，并与现场参会代表互动、研讨，

受到代表们的欢迎。在会议现场，河南九

圣禾新科种业与正大集团签订了100万亩

“新麦26”的种植收购合作协议，郑州益海

嘉里与郸城县富辉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了

“新麦26”的订单协议。

研讨会前，与会专家、参会代表现场

观摩了新乡县魏庄村的河南九圣禾新科

种业有限公司示范基地和辉县冀屯镇宪

录村强筋小麦“新麦26”订单生产基地，

对“新麦26”长势和品质给予了高度评

价。 据了解，举办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是

展示我省“四优四化”优质小麦项目中的

“新麦26”“四化”推广成果；对接优质强

筋小麦“新麦26”的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

和环节，探索全新的农业发展模式。

本报讯 （记者肖列 文/图）5月12

日，由河南金囤种业主办的“囤麦”系列

大型品鉴观摩会在漯河市郾城区16万

亩种植示范区举行。河南农业大学国家

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

师、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

河南省小麦专家组组长郭天财，中国农

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尤明山，河南省

种子管理站副站长王令涛，漯河市委农

办主任闫长海，河南金囤种业董事长崔

振华、副总经理田新杰等专家、领导出

席，来自金囤种业河南、安徽等地种子经

销商代表近600人参加会议。

会上，闫长海、崔振华、尤明山、郭天

财、田新杰分别就《漯河市现代农业概

况》《公司品种情况及未来发展形势》《中

国农大金囤作物超高产研究中心的科研

成果及未来品种布局》《囤麦127、囤麦

257田间表现及国家小麦品种的发展形

势》《2018小麦品种宣传推广计划》等话题

作主旨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欢迎。来自

我省新蔡、沈丘以及安徽省阜阳市等地的

经销商代表发言，对2018年种子的销售

信心满满。

据了解，河南省金囤种业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集科研、繁育、销

售于一体的专业化种子公司，注册资金

3000万元。公司拥有3个科技园和1个

海南加代育种站，是河南省第一家具有

原农业部颁发的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

企业。“囤麦127”是金囤种业有限公司耗

费十年科研时间，集人力物力，历经磨难，

精心选育出来的优质小麦品种，于2017

年通过河南省品种审定，该品种矮秆、抗

倒，抗冻、耐旱，抗病、高产，历经多年检验，

值得信赖；“囤麦257”是2018年刚刚通过

河南省审定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主要特

点是优质强筋、抗穗发芽、耐避赤霉病。

5月15日，内黄县农机局局长汪涛

说：“到5月14日已有106台麦稻两用

收割机奔赴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开展麦

稻跨区作业。根据外出进展情况看，到

5月20日外出跨区作业的收割机将达

到450台。”

跨区作业是内黄县农机的优势，从

1996年起，每年都有大批农机外出跨区

作业，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协调、服务、收

获等方面的经验 ，取得了明显成效。从

1997年起，安阳市农机局十四次、河南

省农机局两次在内黄县召开农机跨区作

业会议，推广内黄经验。

今年与往年的外出收获作业比有

更优的地方，在一些方面抓得更好，准备

早，提前一个月就着手了麦稻两用收割

机的维修与保养，县农机局组织技术骨

干巡回到各乡镇村指导帮助维修，解决

了具体难题，促进了维修工作的开展。

领导重视，县农机局成立了跨区作业领

导小组，康风华副局长专抓，抽出5名技

术骨干和跨区作业队同行，跟踪服务，强

化信息交流，不管哪台收获机出了毛病

都能得到及时维修，尽快投入收获作

业。今年外出参加收获的农机多，维修

好能够保证良好作业的390台，又新购

置60台，共有450台麦稻两用收割机将

投入繁忙紧张的收获作业中。(杨春旺)

河南省“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计划
优质小麦品种观摩会在新乡举行

六部委印发《小麦和稻谷
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光山小满时节插秧忙

梨片 梨酒 梨罐头

精深加工
宁陵酥梨变“金梨”

以虫治虫
让瓜果蔬菜更安全
省农科院在多种作物上推广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

河南金囤种业

“囤麦”系列品鉴观摩会在漯河举行

内黄 450台收割机跨区作业

囤麦系列品鉴观摩会上，郭天财（左三），闫长海（左二）和金囤种业董事长崔振华
（左一）一起观看“囤麦257”长势

5月14日，灵宝市西闫乡东吕店村农民正在收获芦笋。芦笋是营养价值较高的蔬

菜，灵宝黄河滩涂沙壤土质非常适宜种植芦笋，现已在西闫乡发展种植6万余亩，每年可

为农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小小芦笋让农民走上致富路。王建波摄

刨沟、撒种、施肥、打药、填土、覆膜，一台机器全做完，5月21日，商丘市梁园区观堂

镇徐楼村村民用花生覆膜播种机作业。因为机械化播种能自动完成施肥、播种、喷药和

覆膜等七道工序，既省时又省力，所以农户都争着采用机械化播种花生。陈臣摄

灵宝 小芦笋种出大效益

商丘 花生覆膜播种机受追捧

瓜未熟已卖空
这西瓜咋种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