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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业厅

本版联办单位： 中原
农业我省扩豆稳稻减玉米

调优秋粮种植结构

许昌市

积极行动抗旱保苗

5月下旬以来，许昌市没有大范围

有效降雨，加之气温偏高，土壤失墒较

快。据气象部门预报，短期内该市仍无

明显降雨过程，旱情呈逐步加重态势，对

秋作物播种和已播种秋作物正常出苗不

利。为确保秋季农业丰收，日前，该市下

发了《关于开展抗旱抢种保苗工作的紧

急通知》（以下简称《紧急通知》），要求各

级各部门切实把抗旱抢种工作作为当前

农业生产的中心工作，立即动员组织群

众，迅速掀起抗旱抢种、抗旱保苗高潮，

力争6月20日前完成秋作物播种任务，

为夺取秋季农业丰收奠定基础。

《紧急通知》指出，各地要按照“调结

构促增收”的要求，因地制宜发展高效秋

作物，努力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继

续调减玉米种植面积，不断提升种植综

合效益；扩大优质高效秋作物面积，积

极推动高效种养业转型升级；指导群众

科学播种，提高播种质量，确保一播全

苗。要坚持“种子落地、管字上马”，一

环扣一环地抓好秋作物管理各个环节，

向管理要产量、要效益。对已经栽植的

早秋作物烟叶、套种花生、套种辣椒、套

种红薯等，要及时开展追肥浇水、中耕

保墒、整枝打杈、化学除草等各项管理

工作；对已经播种出苗的玉米、夏花生

等作物，要做好抗旱保苗、查苗补种、间

苗定苗、苗后除草、适时追肥等工作；要

充分发挥植保专业合作组织和机防专

业队的作用，开展统防统治，提高防治

效果。（许昌市农业局）

巩义市农委

多举措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瓜菜进入采收盛期
田间管理不容忽视

今年以来，巩义市农委结合部门职

能，多措并举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一是召开专题会议，凝聚工作合

力。多次召开脱贫攻坚工作会议，进一

步提升全体帮扶责任人的责任意识，把

脱贫攻坚当做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

民生工程来做。

二是开展社会化帮扶，解决实际问

题。巩义市农委帮扶责任人每月到贫困

户家中看望慰问，帮助贫困户解决实际

问题。省六次推进会后，组织全体帮扶

责任人进村入户，通过自查和互查，找出

存在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制定整改措

施，按期完成整改。

三是制定农业产业扶贫措施，助推

产业发展脱贫。结合全市农业产业发展

实际，制定《巩义市农委2018年产业扶

贫实施方案》，包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扶

贫、农业保险扶贫、发展绿色农业扶贫、

信息进村入户扶贫、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扶贫、公共服务建设维护试点村扶贫、田

园综合体扶贫、新主体带贫等八项扶贫

措施，目前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四是做好结对帮扶工作，促进兄弟

县早日脱贫。制订《巩义市农委帮扶淮

滨县工作方案》，与荥阳新田地种植专业

合作社达成合作意向，以发展弱筋小麦

订单农业为抓手，促进淮滨县弱筋小麦

产业发展，努力实现贫困人口按期脱

贫。（巩义市农委）

近日，省农业厅印发了《秋粮生产技术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在保障

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恢复大豆生产，稳

定发展优质水稻，加快调整玉米结构，推进

甘薯及杂粮发展，科学引导农民开展秋粮

结构调整，进一步调优种植结构，提高农民

种粮效益。

《意见》要求，各地要积极引导农民

增加大豆种植，扩大“双高”大豆品种种

植面积，落实轮作扩种 50万亩大豆任

务，确保河南省大豆生产稳步持续发

展。在稳定水稻面积基础上，沿黄稻区

重点发展优质粳稻，信阳稻区要重点发

展优质籼稻，打造豫北和豫南两个优质

水稻基地；积极推广“水稻+”种养模式，

发展绿色水稻、有机水稻，提高种养综

合收益，力争应用面积达 100 万亩以

上。引导农民继续压缩籽粒玉米种植

面积，适当扩大青贮玉米、鲜食玉米和

加工专用玉米的种植面积。在主产区

稳步扩大甘薯种植面积，在豫西、豫西

北丘陵旱区适应性推广种植谷子等杂

粮作物。

《意见》强调，各地要加快转变生产

方式，推进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

合，提升秋粮种植效益，抓好关键技术

落实：大力推广夏玉米轻简化节本增

效栽培技术，抓好免耕机械单粒精播、

种肥同播、机械化田间管理、机械化收

获等关键技术环节，加快青贮玉米、鲜

食玉米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的推广应

用。（综合）

中牟县南部以沙质土壤为主，中、北

部以两合土为主，通透性好，吸热散热快，

昼夜温差大，利于养分积累、提高含糖量，

非常适合种植西瓜。中牟县适宜西瓜种

植面积8467公顷，年产量达35.59万吨。

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环境因素造就了中牟

西瓜独特的优良品质：一是口感好，西瓜

种植区域多是砂质壤土，透气性强，产出

的西瓜瓤沙而多汁，口感好，适口性强。

二是含糖量高，西瓜结果期在4~7月份，

昼夜温差较大，有机、无机肥料科学配施，

产出的西瓜含糖量高。三是品种全，产量

和品质双优，品种构成上呈现主导性强、

品种新颖的特点。瓜农青睐抗病且品质

好的新品种，如有籽的京欣系列、郑抗系

列、日本金丽等，无籽系列的特大黑蜜5

号、D-20、花蜜无籽等。四是供应时间

长，西瓜栽培模式多样、早中晚熟品种合

理搭配，西瓜的市场供应期从4月一直供

应到10月。五是耐贮运，中牟西瓜瓜皮

细胞壁较厚且有弹性，耐贮耐运。中牟从

汉代开始种植西瓜，宋代成为汴京西瓜的

主要产区（中牟原隶属开封），在国内外享

有“凉争冰雪甜争蜜，中牟西瓜人皆孚”

“香浮笑语牙生水，凉入衣襟骨生风”“籽

如宝石瓤如蜜，中牟西瓜甜到皮”的美誉。

中牟县2001年被认定为全国无公害

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县，2011年“中牟西

瓜”获得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登记。

在2014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

估中，中牟西瓜品牌价值为17.87亿元。

为推介中牟西瓜的生产和销售，自

2005年以来，该县县委县政府每年都要

举办大蒜·西瓜节及贸易洽谈会，开展西

瓜趣味比赛（“吃西瓜”“抱西瓜跑”“西瓜

举重”）、西瓜擂台赛、西瓜新产品展示、主

题摄影、书法、绘画、征文比赛等活动，每

年都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传西瓜产销信

息和优惠政策，开辟绿色通道，吸引国内

外客商走进中牟洽谈业务，正如百姓所颂

的“农家广厦连云起，半是西瓜垒砌成”。

祖国传统中医认为，西瓜不仅生津止

渴，营养丰富，是盛夏消暑的佳食，且具有

较高的药用价值。元代名医朱丹溪的《丹

溪心法》推荐以“西瓜浆水徐徐饮之”治疗

口腔溃疡。元代营养学家忽思慧的《饮膳

正要》称许西瓜“解酒毒”之功。明代医家

吴有性的《温疫论》赞赏西瓜对高热烦渴

患者有辅助治疗之效。关于西瓜的药用

价值，在我国医学典籍中多有论述，瓜瓤、

汁、种子、皮、蔓均可供药用。

童年时代的中牟西瓜，是牟山脚下的

贾鲁河滩，是爷爷看护的那片瓜田；是高

高的瞭望棚、矮矮的秸秆庵，是忠实的黑

犬、点水的蜻蜓、斜飞的紫燕，是赤着双

脚、蹚过小河为爷爷送饭的瓦罐，就沐着

月光、点着星星、沾着清露的梦幻。当然，

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岁月，近千口人唯

一的瓜田，既有流着口水、光着肚皮的垂

涎，更有饥渴生盗心、望瓜难止渴的苦涩

和企盼……

青少年时的中牟西瓜，是春风吹拂

下的萌芽，是艳阳照耀下的舒展，是希望

的复苏，是责任的凯旋，是片片绿海的蔓

延，是座座丰收和展览，是随父老拉到都

市、省城的架子车队，是霓虹灯下相看两

不厌的无眠。当然，在钞票鼓满衣兜的

时刻，有农民草帽遮不住、毛巾擦不去的

艰辛喟叹。

现如今的中牟西瓜，是党员干部披星

戴月助农售瓜的忙碌身影，是党委、政府

为民排忧解难的生动画面：一条条绿色通

道，一场场推销活动，一家家便民超市，一

辆辆补贴厢式货车，一个个直销摊点……

当然，更多的是市场机制的构建，是不断

拉长的产业链，是市民、农民的皆大欢喜！

中牟西瓜，在一个四十岁人的眼里，

是黄河南岸昔日沙乡今朝绿海历尽沧桑

孕育出的千万颗珍珠，是朴实无华、默默

无闻包裹着的一轮太阳。中牟西瓜，演绎

着多少故事，寄托了多少情感，闪耀着时

代的影像，展示着如歌的画卷。四十年的

西瓜，历经政策的普照、科学的滋润、产业

化的洗礼，已越来越纯正、成熟、圆满。

林州市河顺镇河顺村村民魏增付投

资千万元，在河顺镇西皇墓村流转400

亩土地，办起了正农家庭农场，种上了矮

化密植苹果。6月18日，记者在他的果

园看到，一米高的苹果苗，绿油油的枝条

匀称，在夏日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我的这个苹果园是上市公司海升

集团供应的自根砧苹果苗，种类有粉红

女士、皇家橄榄、密脆、米奇拉等多个矮

化苹果品种，一株65元到80元。种植

方式是每亩170棵苹果树，高不过3米，

矮化密植，施的是农家肥，浇水施肥用的

是以色列滴灌技术。”魏增付介绍说。

魏增付种植的苹果树体矮小，采收不

用高梯，修剪不用上树，方便各种机械化

操作，一年一人10个工作日，就可以管理

一亩果园，比传统种植苹果一年可以节省

70个工作日。1年就可以挂果，3年可以

达到丰产，丰产期亩产苹果可以达到5吨。

果园里一条条铁丝将一棵棵苹果

树、一排排水泥杆连起来，水泥杆上，还

有一条拇指粗的黑塑料管。“这种黑塑料

管是滴水的，一米3元多，贵是贵，给果

树灌溉可方便了，机房可控制全部果园

的浇水。”魏增付介绍道。

他投资上百万元引进了以色列耐特

菲姆公司的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和技

术，400亩的果园，施一遍肥，一个人一

天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节约了大量的

人力和水肥。

今年40岁的魏增付，20来岁时开

始做生意，在河顺镇卖过猪饲料、收购贩

卖过生猪、办有年出栏生猪1.5万头的养

殖场，积累了上千万的资金。魏增付说：

“投资苹果园，主要是和我的养猪场结合

起来，发展种养结合，猪粪可以用来做果

树的肥料。”

西皇墓村党支部书记王喜生说：“魏

增付的苹果园，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第一，每亩地600元流转费。

第二，平时需要管理了，村民一天一人能

挣个四五十元。”

魏增付说：“下一步，我要管理好果

园，确保苹果明年挂果，后年丰产，给周

边村民树立榜样，通过‘合作社+农户’

的形式，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中牟西瓜果中王 形美色艳质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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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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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市魏增付

投资千万元种苹果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王浩良郑芳慧

近日，郑州市中牟县官渡镇的孔先

生发了愁，种了十来亩的大棚番茄，到了

该坐果的时候都还没有坐果。番茄不坐

果的原因是啥？该怎么办？

首先，番茄不坐果的原因主要有两

个：一是徒长旺长。浇水多、偏施氮肥、追

肥早都会引起植株徒长，花芽分化不良，

导致花小或落花。二是开的花本身就弱

小，所用坐果激素浓度低也容易落果。

预防番茄不坐果，需要注意：第一要

适当控水。让地面旱一些避免徒长，以

促进花芽分化，让更多的养分停留在花

上，促进坐果。第二要加强温度管理。

夜温在10摄氏度以上，不用合风口；温

度低于10摄氏度，晚些要合风口，加大

昼夜温差，有利于养分积累，促进花芽分

化。如果温度高，可以用多效唑、矮壮

素、叶绿素等适当控旺，使叶片变绿变

厚，以利于光合作用和养分积累，花芽分

化好，坐果率就会高。第三要预防病

害。今年晚疫病比较多，如果天热，中午

要放风，否则温度过高容易灼伤花，降低

坐果率。

另外，在种植过程中为保证番茄坐

果率，还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番茄苗期

分化时需要磷肥较多，不能缺硼。二是

植株定植之后扎稳根，进入开花期时，如

果地面不太旱，在出花蕾之前要浇足定

植水，果实直径在2~3cm才算是坐稳

果。之后可以再浇水，以利于植株生长

和果实膨大。三是做好蹲苗期管理：定

植水浇足，保持上干下湿有利于蹲苗，有

利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变。四是植

株坐果开花后，用坐果灵要看天气，温度

高时浓度低些，温度低时浓度高些，否

则，浓度小会坐果率低，浓度太大可能会

有畸形果。

最后，提醒番茄种植户，今年春天灰

霉病和晚疫病比较多，治晚疫病主要用

杀毒矾、甲霜灵锰锌、烯酰吗啉，喹啉铜，

治灰霉病主要用疫霉胺、速克灵、咯菌

腈，这些药轮换着打。此外，要加强通

风，及时开风口，使温度保持在25摄氏

度左右，阴天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下

雨要把风口合上。如遇连阴天气，可以

用弥雾机喷药：药液悬在空气里可给整

个棚杀菌消毒，有利于病害的防治；也可

以用烟熏剂：晚上温度降下去后，把风口

合上进行熏蒸；病害严重时，采用叶面喷

洒+烟雾熏蒸方式效果会更好。

6月进入初夏，有芒种和夏至两个

节气，本月气温适宜喜温和耐热瓜菜的

生长和发育，设施蔬菜进入采收盛期，

露地菜逐渐开始采收上市，农户要注意

做好田间管理工作。

越冬和早春棚室西甜瓜、黄瓜、番

茄、辣椒、茄子和菜豆等蔬菜进入拉秧

期，要及时摘尽植株上的果实，拉秧后

清洁田间的枯枝病虫叶；露地西甜瓜、

黄瓜、番茄、辣椒、茄子和豇豆、菜豆等

果菜要及时采收成熟的果实，减轻植株

负担，以利植株安全越夏；露地的春白

菜、萝卜、胡萝卜、菜花、西蓝花、包菜等

叶类蔬菜要及时采收完毕，减少进入高

温期病虫害的发生率。

露地越夏西甜瓜、南瓜、冬瓜、黄

瓜、番茄、茄子、辣椒、豇豆等越夏蔬菜，

一要注意浇水施肥和防治病虫害，保持

植株的健壮生长和连续开花结果；二要

及时整枝打杈，防止植株旺长和田间郁

闭；三是雨后及时排水，防止田间积水

出现渍涝危害，有条件时及时浇井水，

降低地温，俗称“涝浇园”；四是注意保

护好棚室的墙体和骨架，暴雨后要及时

排除棚室内的积水，防止积水浸泡墙体

和骨架发生倒坍情况；五是提前做好秋

茬棚室内的土壤消毒工作。可采用灌

水高温闷棚、药剂处理的方法除去土壤

中的病虫草害。

棚室秋冬芹菜、秋季露地紫甘蓝、

耐热的西蓝花、菜花可以在月底前育

苗，注意苗床的遮阴、防雨和病虫害防

治；夏秋黄瓜、豇豆、越夏耐热小白菜、

上海青、香菜可以露地播种，注意前期

遮阴和早晚喷水降温促出苗；去年秋分

和今年3～4月份育的大葱苗，4~5月

份育的韭菜苗可以在这个月定值。

□王玮

王玮 河南省经济作物推广
站首席蔬菜专家，研究员；河
南省12316“三农”服务热线
专家团团长、蔬菜组组长。

专家
名片

应芳卿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研究员，长期从事研究番茄
育种与栽培技术推广。

专家
名片

巧防番茄不坐果
□应芳卿

为进一步提高玉米绿色高产高效生产技术水平,推进玉米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6月11~13日，全国农技中心在我省许昌市举办

全国玉米绿色高产高效生产技术培训班。与会代表现场观摩了豫粮集团种业公司不同类型玉米播种机播种演示，参观了豪丰农业装备

公司农机展厅和自动化生产车间。培训班邀请河南农业大学刘天学教授、王万章教授，广东省农科院胡广建研究员分别就玉米绿色高产

高效栽培技术、玉米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甜玉米的发展现状及栽培技术进行了授课。省农技总站提供

“今年这大杏结得可真多，又大又

好看！这才是正宗的仰韶大杏啊！”6月

11日上午，一拨又一拨游客走进渑池县

果园乡李家村，一边采摘品尝着红彤彤、

黄澄澄的大杏，一边连连称赞。

近年来，渑池县加快推进仰韶大

杏、仰韶牛心柿、花椒和林下经济等特色

林业产业发展，做强绿色富民产业，为推

动乡镇振兴战略注入了新的动能。

渑池县鼓励组建仰韶大杏、仰韶牛

心柿、花椒等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

社+基地+农户”模式，开展托管经营、联

合经营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先后推广

种植仰韶大杏2万亩、仰韶牛心柿1.5万

亩、花椒10万亩。同时，该县还积极探

索林下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发展林下

种植、养殖业和森林旅游观光，先后发展

林下经济14.89万亩，初步形成了特色

养殖基地、鲜果采摘观光园区、干果加工

集群和林药种植基地等五大林下经济基

地，预计每年可产生综合经济效益8470

余万元。（王峰）

渑池县

特色经济林产业富民

玉米绿色高产高效生产技术培训在河南玉米绿色高产高效生产技术培训在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