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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周刊·农药化肥”每周二刊发我省农药、化肥行

业的生产、经营、质检、科研等资讯，内容涵盖政策发布、

市场资讯、公司动态、曝光维权、观点视野、管理之道、人

物访谈、科技研究等。如果您有见闻、观点、成果，请您踊

跃投稿，消息、通讯、言论、图片皆可，体裁不拘，来稿请发

邮箱：hnnyhf@126.com。

致读者

□本报记者黄华文/图

两部委联合下发通知
鼓励农用有机肥利用

种植户点赞亲土1号

为什么大赛刚刚开放，场面便如此

火爆，种植户个个信心满满？

山东省金乡县大蒜种植户李艳杰，

这个声称今年每亩增产500斤的“亲土1

号”示范户，活动一启动便立刻报名参加

了。殊不知她家的大蒜和山东省安丘市

李加进家的大姜一样，近年来颇受因重

茬、板结、盐碱化带来的死苗、早衰等问

题而损失严重。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困扰他们已

久的“痼疾”，居然被“亲土1号”土壤改良

方案解决了。“用过‘亲土1号’，作物个

大、茎粗、长势旺，最主要的是土壤问题

得到了明显改善。”李加进介绍说，“土壤

表层出现了一层松土，像是被蚂蚁拱过

一样”。

种植户观摩示范田、专家“坐诊”解难

题、农技师指导科学种植……土壤健康大

讲堂上的活动，受到了各地种植户们的欢

迎。“亲土1号”养地、防病、抗重茬的功效，

赢得了众多种植户的认可，他们纷纷表

示，在下茬作物上还要用“亲土1号”。

助力乡村振兴，首先要守护好亿亩

良田。陈少敏表示，通过亲土状元选拔

大赛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全国选拔

种植达人，普及亲土种植理念，让亲土种

植在田间地头落地。

“从小规模试用，到肥效满意之后的

全方位使用，心连心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

过。我们对心连心产品的品质十分放心，

以后会继续跟随心连心。”6月14日，山东

省济宁市任城区喻屯镇瓜农邵守刚说。

由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

连心）发起的心连心“丰收王”全国评选活

动之喻屯“甜瓜丰收王”大赛，已过去一个

多月了，但提起这场赛事，当地的瓜农都

纷纷点赞。

喻屯是全国甜瓜基地之一，种植甜瓜

面积近8万亩，种植历史近百年，被誉为

“白梨瓜之乡”。栽培方式为春拱棚薄皮

甜瓜与水稻轮作。品种类型以早熟、优质

丰产、抗病、耐低温、耐湿、耐弱光且适合

本地稻区生产的薄皮品种为主，如景甜

208、盛开花、庆甜2002、庆发白瓜、日出

蜜雪等。该地甜瓜色泽靓丽、口感好、营

养价值高。

济宁市任城区农业局任跃全主任表示，

喻屯甜瓜在各级政府和广大瓜农的努力下，

销往全国各地，在很多大城市的大超市都有

喻屯甜瓜的身影。喻屯甜瓜要保证长久的

发展和市场占有率，这与好品种、好技术，以

及选用好肥料、好农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尤其是选用可以改良土壤的腐植酸类有

机肥、菌剂等，实施平衡施肥，这样喻屯甜瓜

才会更甜，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心连心济宁任城区总代理、瑞泉农资

有限公司王总表示，“让农民朋友用上改

良土壤、甜瓜增产的优质肥料，是主办方

心连心以及瑞泉农资公司的使命和责任，

让种植户实现甜瓜优质、高产、高收益的

心愿，这是所有农资人的心愿和荣耀。”

心连心鲁西大区王江辉经理表示，

“让农民朋友用上更好的、更高效的化肥，

给种植户带来更高的产量、更高的利益，

心连心作为中国高效肥倡导者，坚持为农

民朋友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产品。”

瑞泉农资有限公司王总从事农资销

售30多年，有着丰富的经验，代理有多家

复合肥以及特种肥。在前几年，才下定决

心砍掉原有的副牌产品，专心做心连心产

品，而短短的三年，他们的销量就直线上

升至1500吨。

谈及为什么会选择心连心，销量又为

什么上升如此之快，王总向记者说道：“这

很简单，首先，心连心品牌响亮；其次，肥

料好，品质有保证，种植户用了效果好，自

然就很容易卖。”

而在活动期间，当地瓜农对心连心肥

料也是赞不绝口。“前期使用黑力旺18-

18-18做底肥，冲施使用心连心高塔硝硫

基15-5-25的肥料。”一位连续多年使用

心连心肥料的种植户分享了他的使用方

法，“心连心肥效好，基本上我全程都是用

心连心的肥料，而且心连心有很多肥料水

溶性好，在施肥时也能节省不少人工。”

6月12日，河南《农药管理条例》宣传周在商丘启动，全省各级农业主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及各地农药生产经营企业代表共两百

余人参加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后，省农业厅副厅长邹庆鹏来到现场宣传点，与农药生产经营人员进行了交流，并就监管、经营等问题

进行了详细解答。时若飞 摄

本报讯（记者刘彤）近日，农业农村

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提出坚持政

府支持、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培育和

发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产业，千方百

计扩大农用有机肥和沼气利用渠道。

据了解，2018年，中央财政继续通

过以奖代补方式，支持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工作。奖补资金重点支持以农用有

机肥和农村能源为重点，支持第三方处

理主体粪污收集、贮存、处理、利用设施

建设，推行专业化、市场化运行模式，促

进畜禽粪污转化增值。同时，加强粪肥

还田利用技术指导，推广种养结合典型

模式，支持鼓励各类粪污收贮运社会化

服务组织发展，加快构建种养结合、农牧

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通知要求，统筹用好财政奖补、税

收、金融、用地等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

社会资本投入，积极引入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PPP）模式，建立受益者付费机

制，提高终端产品竞争力，建立可持续运

行的粪污资源化利用市场机制。

近日，山东省潍坊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公布了《潍坊市第一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结果》。抽查结果显示，潍坊市50家企业

生产的52批次水溶肥料产品中，有9家企

业生产的9批次产品抽检不合格。

据了解，抽查依据 NY1107-2010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NY1428-2010《微

量元素水溶肥料》、NY2266-2012《中量

元素水溶肥料》、NY1106-2010《含腐植

酸水溶肥料》等标准的要求，主要外观、氮、

磷、钾、钙、镁、铜、铁、锰、锌、硼、钼、水不溶

物、pH、水分、铅、砷、汞、镉、铬、腐植酸含

量、氨基酸含量等 22个项目进行了检验。

根据抽查结果，不合格肥料产品涉及

潍坊市金丰洋农化有限公司、潍坊国光益

农肥料有限公司、山东青州润田肥料有限

公司、山东丰本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四季旺农化有限公司、山东劳诺一邦

尔(安丘)生物肥料有限公司(潍坊康普生

作物营养有限公司)、潍坊诺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潍坊鑫亚农化有限公司、山东

澳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生产

的9批次产品，不合格项目是微量元素含

量不达标。（达仲）

本报讯 近日，工信部发布2018年

第26号公告，施行《工业固体废物资源

综合利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

法》）和《国家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

用产品目录》（下称《目录》）。列入《目

录》中的一部分工业固体废物可以综合

利用为土壤调理剂和肥料，但需要满足

相应的综合利用技术条件和要求。相关

企业可将评价结果用于申请暂予免征环

境保护税等政策。

根据这两个文件，煤矸石、尾矿、粉

煤灰和部分其他固体废物中的工业副产

石膏、赤泥等可以综合利用为土壤调理

剂，其产品需要符合《土壤调理剂 通用

要求》《高尔夫球场草坪专用肥和土壤调

理剂》等标准；医药行业废渣可以综合

利用为肥料，肥料产品需要符合《生物有

机肥》《农用微生物菌剂》《有机肥料》等

标准。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对煤矸石、

尾矿、冶炼渣、粉煤灰、炉渣等固体废物

排放征收5~25元/吨的环境保护税，但

对相应的固体废物开展综合利用的，暂

予免征环境保护税。工信部相关部门负

责人表示，对开展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

合利用的企业，按照自愿原则，公平、公

正、公开地开展评价活动。企业可按照

有关规定，将评价结果用于申请暂予免

征环境保护税等政策。（李凡）

缺氮症番茄缺氮时，植株生长缓慢，

叶脉由黄绿色变为深紫色，茎秆变硬，呈

深紫色，富含纤维。补救措施发现缺氮，

及时用尿素、碳铵等速效氮肥或人粪尿

开沟埋施，或者用0.3%～0.5%尿素溶液

叶面喷施。

缺磷症番茄缺磷时，早期叶背呈紫

红色，叶肉组织开始呈斑点状，随后则

扩展到整个叶片上，叶脉逐渐变为紫红

色，叶簇最后也呈紫红色，茎细长且富

含纤维。补救措施：将过磷酸钙与优质

有机肥按1∶1的比例混匀后，在根部附

近开沟追施，也可用0.2%～0.3%磷酸

二氢钾溶液或0.5%过磷酸钙浸出液叶

面喷施。

缺钾症番茄缺钾时，老叶的小叶呈

灼烧状，叶缘卷曲，脉间失绿，根系发育

不良，果实发育明显受阻，果形不正，

成熟不一，着色不均匀。补救措施：

增施钾肥和有机肥，一般每亩可用硫

酸钾或氯化钾10～15公斤，在植株两

侧开沟追施；也可用0.2%～0.3%磷酸

二氢钾溶液或1%草木灰浸出液叶面

喷施。（朱广凯）

跟着“心连心”一起走
□通讯员 胡晶晶 本报记者 马丙宇

9批次水溶肥产品
质量不合格

番茄缺素症及补救措施

固废用于土壤调理
可申请暂免环保税

“种植大姜20年，曾经连着
三年颗粒无收、赔个精光，但是
看今年大姜的长势，每亩增产两
三千斤不成问题。”近日，在山东
省安丘市凌河镇小河口村，种植
户李加进看着田里长势茁壮的
大姜，笑得合不拢嘴。

这是土壤健康大讲堂活动
走进安丘，众多种植户观摩“亲
土1号”示范户李加进家大姜时
的一幕。目前，亲土种植百千亿
行动暨“亲土1号”土壤健康大
讲堂活动已在安丘、章丘、文登、
金乡等地展开，问诊困扰种植户
已久的土壤问题。

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6
月21日，亲土种植百千亿行动
的又一重要活动“中国首届亲土
状元选拔大赛”将在江苏徐州启
动。这将是农业领域内，首次借
鉴综艺选秀的形式开展的种植
技术交流评比活动，活动旨在选
拔会种地、会养地的“种地达
人”，并通过这些“种地达人”的
先锋模范作用，让广大种植户认
识亲土种植、接受亲土种植。

据了解，中国首届亲土状元选拔大

赛活动的报名，已随着各地土壤健康大

讲堂活动的举办而开启。活动由世界亲

土种植联盟、土肥资源高效利用国家工

程实验室主办，由金正大集团、富朗（中

国）承办，得到了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

测保护中心、农民日报社、CCTV-7农业

节目等单位支持。

“亲土状元选拔大赛设五百万基

金，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种地达人。”“亲

土1号”品牌总监陈少敏介绍，“截至目

前，已有山东7个赛区、四川1个赛区的

近千名种植户报名参与，投票数超过

200万。”

正如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李保国所说，“希望亲土种植能落实

到中国的每一块耕地，这样我国农业发

展才有保障。”在大多数农民都普遍缺乏

养地改土意识的情况下，亲土状元选拔

大赛，无疑是帮助全国农民了解并参与

亲土种植的有效活动。

金正大：500万寻找“种地达人”

亲土种植解“痼疾”各地种植户频频点赞2

阅读提示

会种地也要会养地 金正大寻找“种地达人”1

河南启动《农药管理条例》宣传周

施基肥播种前应深耕，施足基肥。

施用的方法有撒施和沟施两种，凡施用

固体肥料，都应与细土掺匀后混施。基

肥对肉质根的形状影响较大，化肥用量

多而有机肥少时，畸形根比例明显增

加；增施腐熟有机肥做基肥，可以减少

畸形肉质根的形成。

巧施微肥 胡萝卜对钙的吸收较

多，但钙含量过多，会使胡萝卜糖分和

胡萝卜素含量下降，钙含量过少还易引

起空心病。胡萝卜对镁元素的吸收量

不多，镁含量越多，其含糖量和胡萝卜

素含量也越多，品质就越好。可分别于

幼苗期、叶片生长盛期各喷施一次钙镁

磷肥，同时配合喷施新高脂膜粉剂，提

高肥料有效成分的利用率。

合理追肥 胡萝卜除施足基肥

外，还要追肥。生长后期应避免肥水

过多，否则易造成裂根，也不利于贮

藏。追肥可随水灌入，也可以将人粪

尿加水泼施。同时喷施地果壮蒂灵，

使地下果营养运输导管变粗，提高

地果膨大活力，促进果型健壮，优质

高产。（贾建友）

胡萝卜巧施肥促高产

亲土状元选拔大赛活动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