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进入“三夏”时

间，正值夏花生播种和春花生管理的重要

时期，5月21日，省农业厅下发《关于做好

2018年“三夏”花生生产工作的通知》，今

年我省优质花生要发展到2200万亩，比

上年增加近300万亩，将积极扩大高油酸

花生种植面积，继续开展高油花生规模化

生产。

据省气象局预报，今年我省“三夏”期

间，共有9次降水。频繁降水是否会影响

花生播种？省花生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

家、省农科院经作所董文召研究员介绍

说，在雨水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对花生播

种是有利的，个别黏土地播种出苗会稍

晚，但影响不大。

针对春花生管理和夏花生播种，《通

知》指出，春播花生已进入苗期，要加强苗

期管理，及时清棵整枝，实现蹲苗促壮；未

自行破膜的花生要及时人工破膜，防止高

温烧苗；发现缺苗，立即进行催芽补种；适

时中耕除草，加强苗期病虫害防控。夏花

生播种，要科学选用抗性好、适合机械化

作业的优质品种，密切茬口衔接，做到抢

墒早播，推行起垄栽培，控制种植密度，提

高夏播花生的播种质量。

据了解，按照推进优质花生发展的总

体要求，今年我省将积极扩大高油酸花生

种植面积，继续依托生产基础好、种植规

模大、田间配套设施齐全的新型经营主体

开展高油酸花生规模化生产示范创建，满

足市场对高油酸花生的需求。继续在产

区集中连片、社会化服务水平高、产销衔

接紧密的优势县（区）开展高油花生规模

化生产，逐步建立优质花生集中连片专

种、专管、专收、专储、专用的生产基地。与

此同时，我省还将积极组织多种形式的产

销对接活动，构建长效的产销对接平台，抓

好高油酸花生规模化生产基地、绿色高质

高效生产基地，与油品、食品加工龙头企业

开展产销衔接，实现优质产品优价增值，在

质量效益上提升竞争力。引导种植基地与

养殖企业对接，拓宽副产品综合利用途径，

延伸产业链、价值链，发挥花生饼粕、秸秆

饲用价值，提高花生综合效益。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为大力推广大

豆绿色高产高效优质生产技术应用，提高

种植效益，促进我省大豆生产发展，5月

23日，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和省农科院

经作所发布了《2018年河南省大豆技术

指导意见》，指导大豆生产。

播前准备

《意见》指出，针对大豆重茬、迎茬导

致病虫害加重,产量下降问题，可充分利

用地力轮作倒茬，三年或两年轮作倒茬一

次，效果较好。

合理选用品种。适宜我省种植的品

种包括通过河南省审定的品种，通过国家

黄淮中片、黄淮南片审定的品种以及通过

河南省引种备案的品种。其中通过河南

省审定的品种可以在全省范围内种植（个

别品种有特定区域），通过国家黄淮中片

审定的品种可以在河南省北部地区种植，

通过国家黄淮南片审定的品种可以在河

南省中南部地区种植。选用品种时要注

意品种的适宜推广区域，避免盲目引种。

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郑州综合试

验站站长、省农业科学院经作所卢为国研

究员提醒广大农户，去年大豆收获期，黄

淮地区持续降雨，造成大豆制种田难以及

时收获晾晒，很多种子发芽率降低。因

此，今年在播种前要测定种子发芽率（芽

率不低于85%，水分不高于12%），根据

芽率和芽势，确定适宜的播种量，避免因

为种子芽率低造成损失。

播种时期

河南南部最早可以在5月25日以后

播种，其他地区要在6月上中旬播种，不

宜播种过早或过晚。

合理密植

夏大豆一般种植密度在1.2万株/亩~

1.6万株/亩。基本原则是：主茎型品种适宜

密植，高大分枝型品种适宜稀植。中下等肥

力地块适宜密植，高肥力地块适宜稀植。

提高播种质量

小麦秸秆处理。为提高播种质量，小

麦收割机要加装秸秆粉碎与抛撒装置，要

求麦茬高度低于15cm，且田间分布均匀，

或将秸秆打捆移出田外。

推广免耕精量播种与种肥同播技术

采取机械化免耕精量播种，提高大豆

出苗匀度是高产稳产的关键。国家大豆

产业技术体系研制的大豆免耕覆秸精量

播种机可实现精量播种，出苗整齐、均匀，

在节省用种量的同时减少间苗等人工投

入，可有效降低大豆生产成本。

为预防大豆苗期缺肥和后期脱肥，在

播种时可底施二铵或大豆专用肥10~15

公斤。种肥同播时，要注意种肥分开（8~

10cm），防止烧苗。

依托天然优势小种子带来大产业

纬度适宜，年平均气温14.5℃、无霜

期长达281天、日照超过1800小时、降雨

567.9毫米……一组数据清晰地显示了济

源适合蔬菜制种的气候条件，同时，太行

山南麓和黄河为种子生产形成了天然的

隔离屏障，在济源，有近10万亩土地适合

蔬菜种子生产。

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济源市成为全

国响当当的蔬菜制种基地：济源市是目前

我省唯一获得国家认定的蔬菜区域性良

种繁育基地，是全国最大的十字花科蔬菜

种子生产基地，全国唯一的洋葱杂交种子

基地。

如今，济源市拥有蔬菜制种面积3.2

万亩，分布在205个行政村，涉及1.1万农

户，蔬菜种子年产值高达1.98亿元，出口

额达3900万元。种子生产也从单一的白

菜种子，发展到甘蓝、萝卜、洋葱等30余

类400多个品种。

制种带来高收益

“现在在俺村，一亩地收入5000元左

右的话，就没人干。”谈及种地收入，济源

市王屋镇柏木洼村支部委员秦红波这样

告诉记者。但在以前，“两岭三面坡”种

植小麦和玉米，想从土地中得到高收益

是难以想象的。秦红波对种植收入的自

信，来源于当地多年前便开始的蔬菜制

种。如今柏木洼村的1300亩耕地中，有

1000 亩种上了蔬菜，每到蔬菜成熟季

节，卖种不卖菜，早已成为习惯，亩收入

均超过万元。

村民王小雨算了这样一笔账，每亩白

菜能够制种400斤，每斤15元，之后甘蓝

亩制种420斤，每斤30元，再加上秋季种

植西红柿。“去年我种的产量比村里其他

人低点，但一亩拿个‘万元户’绰绰有余。”

王小雨说，自己家的4亩耕地，能够带来

稳定的收入，现在整个村子都靠制种获得

高收益。

制种带来的高收益，让柏木洼村的村

民“守着家门把钱挣”，冬季农闲外出打

工，则成了“配菜”。

企业带农户产业链上得收益

与王小雨一样，柏木洼村的村民不担

心种菜制种卖不出去：订单种植、企业收

购。

济源市乡镇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李

贝贝介绍说，从2001年开始，济源市绿茵

种苗公司开始利用“企业+农户”的模式，

与村民签订收购合同，让村民从产业链

上获得收益。随着济源制种产业的发

展，目前绿茵种苗公司已经在当地12个

乡镇（办事处）210个行政村开展订单种

植。

农户进入产业链获得高收益，得益

于全国农村创业创新第二批优秀带头人

侯三元和他的绿茵种苗公司。侯三元介

绍说，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

公司从国内外企业拿到生产订单，在济

源市设立的八个片区内的基地为农户提

供技术指导、生产资料等，由农户生产、

企业订单收购，企业和农户双双受益。

产业的不断壮大，也让农户的风险

进一步降低。侯三元解释说，蔬菜制种

产业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但绿茵公司面

对的是全国乃至全球的大市场，品种和

市场多元化，即使某种种子或某个订单

造成损失，也能够通过规模化抵消，同时

风险由企业承担，避免了处于种植环节

的农户因为市场等原因遭受损失。“市场

的风险传导不到农户，其收入依然稳

定。”侯三元说。

听说王国顺种黄豆效益不错，从5月

15日起，来内黄县田氏镇东田氏村王国

顺家购买豆种的人多了起来。石盘屯乡

石翁村宋祥德一次就购买了200斤，要种

20亩豆子。

不知从啥时起，王国顺热上了种黄

豆，常琢磨着咋能把豆子种好，不光产量

高，还要种出小时候的味道。为了把豆子

种好，他试验着用生物菌肥和农家肥种植

豆子，他把自家地里的麦子、玉米、豆子等

农作物秸秆和杂草、树叶混合沤制成农家

肥施到地里，一亩地平均施5立方米以

上。农家肥里有豆子需要的多种养分，土

地肥沃，很适合豆子生长，产出的豆子比

一般的豆子优，个大、色鲜、饱满，呈圆形、

坚硬粒重。去年种的10亩平均亩产536

斤，比当地一般的豆子亩产高出145斤，

豆子批量卖出，2.4元一斤，每斤比一般的

豆子高出4毛钱，一亩地按500斤计算，

即使是同样的产量，也比别人多卖200块

钱，比玉米的效益更好。

当地种黄豆最好的时节是6月1日以

后，说到今年的种豆情况，王国顺说：“去

年种了10亩，今年至少要种20亩。只要

种出小时候人人都喜欢的那个味道，就会

有人找上门来买，还会卖出高价钱。”王国

顺信心满满，说着，脸上露出了甜甜的微

笑。（杨春旺）

麦收在即，据省气象局预测：今年

“三夏”期间还有8次降水。为有效减

少强降雨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

响，睢县农业局高度重视，切实做好强

降雨天气的应对工作。

一是切实加强对“三夏”工作的组

织领导，做到局党组书记、局长具体

抓，分管领导抓具体，相关部门配合

抓，尽职尽责，齐心协力打好全县“三

夏”生产攻坚战，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

布监测预警信息，积极应对强降雨、大

风等极端天气。

三是强化农机抢收抢种。建议全

县各部门及广大农户坚持“抢”字当

头，充分抓住降水间歇期和晴好天气，

切实做好农机跨区作业组织协调和服

务工作，加快抢收进度。同时，抓住墒

情有利时机，科学调整结构，适时趁墒

播种。

四是做好技术指导与服务。农业

局积极组织广大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指导农民落实田间管理和防灾各

项关键措施，全力确保“三夏”农业生

产顺利开展。（睢县农业局）

2018年5月29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晓辉 电话∶0371-65796392 E－mail∶henanxdny@126.com 版式∶李英 校对∶段俊韶

5农村版

投稿热线：0371- 65796392 信箱：henanxdny@126.com

欢迎登录“中原三农网” 网址：www.zysnw.cn

微信：hnrbncb 新浪微博：@河南日报农村版

河南省农业厅

本版联办单位： 中原
农业我省今年确保优质花生2200万亩

“三夏”来临，西华县农牧局及早筹

备，科学安排，多措并举，全力备战“三

夏”，确保夺得全县夏粮的丰产丰收。

一是切实做好小麦后期管理工

作。加大对小麦后期管理技术的推广

力度，落实田间管理的各项措施，最大

限度地增加小麦单产。

二是确保农资供应。联合农资供

应企业积极做好玉米良种、化肥、农药

等农资的储备、供应工作，开展“放心

农资下乡宣传周”活动，借助送技术下

乡的时机，为农民发放宣传单，举办相

关专题讲座，把农资产品和使用技术

直接提供给农户，为农民群众提供及

时准确的“三夏”生产信息和技术服

务，确保广大农民群众用上放心农资，

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打下良好基础。

三是强大农资监管，保护农民利

益。为做好“三夏”期间农资市场的监

督管理，杜绝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和坑

农害农事件的发生，农牧局组织农业

执法人员开展联合执法，重点排查整

治规范农资市场，加大对制售假冒伪

劣种子、农药、化肥等不法行为的打击

力度，确保“三夏”期间农资优质安全。

截至目前，共出动农业执法车辆

90辆（次），执法人员260人（次），检

查农资经销店180个，农作物种子备

案品种 60个，农药标签审查 90个。

（西华县农牧局）

日前，许昌市禁烧办传来消息，今

年，将在市域范围内实行全区域、全

天候常年秸秆禁烧，同时，全面做好

“三夏”“三秋”重点时段的秸秆禁烧

工作。

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的

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技防与人防有机

结合，不断提高全时段管控能力和水

平。广泛开展“蓝天卫士”应急演练活

动，一旦发现火情，迅速传递信息，果

断采取行动，确保在第一时间内处置

完毕，最大限度降低影响和损失。

加强重点区域防控。继续把市区

周边，县（市、区）城郊，50万亩高效节

水灌溉示范区，高铁、高速公路、国道、

省道两侧，作为秸秆禁烧工作督察和

防范的重点区域，加大督察频次，杜绝

焚烧现象。尤其是京港澳高速沿线、

长葛北部与机场相邻的区域，开展不

间断督察巡查，加大防控力度，力争

“不冒一处烟，不着一把火”。

加强隐患排查力度。积极开展隐

患排查，前移禁烧关口。对不能还田的

秸秆，及时进行清运，做到集中堆放、集

中处置，从根本上消除焚烧隐患。

此外，许昌市将坚持“从严、从重、

从快”的原则，对焚烧秸秆的行为进行

处罚。（许昌市农业局）

从省气象部门获悉，本周我省无

大范围、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周内多

晴好天气，有利于小麦收晒。

根据预报，预计全省周降水量较前

期明显偏少。周初受快速东移的东北

低涡后部横槽携带冷空气影响，全省有

4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中北部、东部地区

局地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周

内其他时间气温起伏不大，无35℃以上

的持续高温天气。预计全省周平均气

温接近常年同期。周内主要天气过程：

周一，全省晴天转多云，下午到夜里，全

省转4级左右的偏北风，北部、东部地区

的局地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周二夜里到周三，西南部、南部多云间

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阵雨。

来自气象部门的信息，本周郑州

市无明显降水天气，以多云天气为

主。周二到周三有一次冷空气活动，

气温稍有下降。周四起气温开始回

升，预计周内最高气温33℃左右，最低

气温18℃左右。（武建玲）

今年以来，新安县农业局农产品

安全检测中心根据安全县创建定性抽

检检测样品数量不少于3000个，定量

抽检检测样品数量不少于300个的目

标任务，狠抓各项重点工作的落实，检

测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新安县农产品安全检测中心主要

对蔬菜水果农产品进行农药残留抽样

检测，检测范围包括蔬菜水果农产品

生产基地和县城内蔬菜水果销售超市

和市场，重点对叶菜类、根茎类和薯芋

类、瓜类、茄果类、豆类蔬菜进行抽检。

截至目前，根据抽检情况来看，所抽检

的蔬菜、水果样品经农残速测仪检测，

结果全部合格，有效确保群众能够吃上

健康、放心的蔬菜。（张芳单丽丽）

今年种大豆要先做好种子芽率试验

济源 种菜不卖菜 制种收益高

王国顺热衷种黄豆

阅读提示

□本报记者董豪杰

地处太行山南麓的济源市，山区
丘陵面积占80%以上，自然条件的
限制曾经让当地村民带着“山区帽
子”，种地难、收益低，既是村民的口
头禅，也是村民的无奈。

如今，依托蔬菜制种产业的发
展，在制种产业链分一杯羹，种菜不

卖菜，制种收益高，早已成为当地村

民脱贫致富的共识。

睢县

积极应对“三夏”极端天气

西华县

全力备战“三夏”夺丰收

许昌市

秸秆禁烧工作全面铺开

本周河南没有明显降水

抓住有利天气抢收抢种

新安县

扎实推进省级农产品安全县创建

日前，在渑池县陈村乡青峰松葡萄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社员们正忙着给葡萄疏花，整理花序。目前正是葡萄迅速生长、树体营养

转换、产量形成的重要阶段。连日来，渑池县农业畜牧局的技术人员深入各大葡萄园区进行技术指导，引导果农适应市场需求，树立

“品质、品牌”意识，提高果品品质，实现“重量”到“重质”的转变，提高果品生产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董晓红王石磊摄

渑池 夏季葡萄管理忙

重点扩大高油酸花生种植面积，推动高油花生规模化生产

忙“三夏”保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