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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农村版

致读者

“种子农机”每周二出版，内容涵盖政策、技术、各地
动态、行业观点、行情分析、企业风貌等，现诚征各类稿
件，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消息、通讯、图片皆可，体裁
不限。来稿请发邮箱：ncbzznj@126.com。来稿请注明
您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有效联系方式、邮政编码等，
我们将择优刊登。

6月13日省农机局消息，截至当日，

除西部山区自然条件特殊，少量小麦成

熟滞后外，我省8200万亩小麦收获基本

结束。全省共收获小麦8188万亩，占种

植面积的99.85%，其中机收8092万亩，

机收率98.83%。小麦跨区机收已陆续向

北方省份转移，我省“三夏”生产重点转

向秋作物播种。

夏播方面，截至6月13日，全省累计

夏播面积8504万亩，其中，粮食作物已

播5845万亩（含玉米4484万亩、水稻

498万亩），占预计面积的94.3%，花生已

播1359万亩，蔬菜已播569万亩等。商

丘、周口、巩义夏播基本结束，洛阳、平顶

山、鹤壁、新乡、焦作、三门峡、长垣过九

成，开封、安阳、漯河过八成，濮阳、许昌、

济源、永城过七成。

“三夏”期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各级党委、

政府周密部署，全省农机部门认真组织、

积极服务，广大农民和农机手艰苦奋战，

顺利完成今年小麦收获任务。全省共有

各类农业机械406万台投入“三夏”生产，

其中联合收割机18.3万台，拖拉机285

万台。虽然投入机械总量与往年相当，

但显著特点是机械动力加大、作业效率

提升、科技含量增加。

“以前都是乱找车，导致收割不及

时，耽误了不少时间。今年通过手机，足

不出户就可以联系到农机手，太方便

了！”说起麦收的感受，正阳县汝南埠镇

农民黄宝柱甚是感慨。

今年，越来越多的农民像黄宝柱感

觉麦收变得方便轻松了。而这正是得益

于我省农机部门充分利用“农机直通车·

全国农机化信息服务平台”和手机APP，

帮助机手找活干、帮助农民找机用。此

外，奋战在麦收现场的收割机上普遍安

装了“金匣子”，可以清楚掌握各地小麦

收割机分布情况、作业进度、供求信息、

天气交通等数据，从而构建起“收割机指

数”。以“收割机指数”为代表的我国农

业生产，走向“高精尖”，变得越来越“智

慧”。

“今年夏收进展比较顺利，主要得益

于两个有利条件。”省农机局相关负责人

说，随着农机合作社经营水平、服务能力

的提升，土地“托管”、订单作业面积逐渐

扩大，农机合作社成为市场主体，作业量

达到全省机收面积85%左右，进一步提

高了麦收效率。此外，今年夏收期间以

晴天为主，有利于全省小麦收割。

目前，我省夏收工作基本结束，全国

夏粮收获仍在进行。我省在继续做好夏

播的同时，将组织3万台左右的联合收割

机出省作业，支援北方省份“三夏”生

产。（刘红涛）

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偃师夏收夏播工作顺利结束。据市农机局统计，“三夏”期间

偃师共投入各种农机1.02万台，收割小麦34.5万亩，机收率达到99.98%；玉米播种面积

27.3万亩，目前已播种完毕。王祝鹏摄

眼下“三夏”麦收已近尾声，从我省

传来好消息，国审小麦品种丰德存麦5

号，创下全国强筋优质小麦万亩产量新

纪录。

在沁阳市的一片强筋优质小麦万亩

示范方中，来自国家小麦品种审定委员

会、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等单位专家组成

的专家组，按照农业农村部小麦高产创

建验收办法，在万亩示范方中，随机选取

6个实打验收点，进行实打验收，得出实

际亩产结果。

国家小麦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雷振

生说，现场称重水分按13%记，在扣除

杂质后，(万亩方)平均亩产685.9公斤，

作为能够达到国家一级强筋小麦标准的

优质小麦，在全国也属于最高水平。

今年我国小麦主产区普遍遇到晚霜

冻、病虫害和灌浆期连续阴雨等不利气

候条件，能够在不利条件下创造新的高

产纪录，主要得益于丰德存麦5号本身

的特性。

国家小麦改良中心学术委员会委

员郑天存说，丰德存麦5号除了品质比

较好，它还有高产性，穗多穗大，千粒重

比较高，抗灾性是抗倒(伏)、抗病、抗干热

风、抗冬寒能力都比较好，所以在今年多

灾的情况下，还表现较好的产量。

据了解，此次创下强筋优质小麦万

亩产量新纪录的丰德存麦5号，主要适

应于黄淮南片麦区种植，目前累计推广

种植面积已超过500万亩。未来，随着

国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以

及对强筋优质小麦的大力推广，该品种

将会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高婵）

6月11日上午，省水稻钵体育插秧机械

化技术项目演示会在罗山县周党镇莲花农

机农艺合作总社示范基地举行，信阳市农机

推广站领导、县农机局、农机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种粮大户50余人观摩了演示会。

针对水稻钵体育插秧机械化技术，周

党镇莲花农机农艺合作总社理事长包乃勇

介绍了其优点：目前核心技术成熟，取秧快

捷、连续，不伤秧、不漏兜，有效解决了水稻

“栽插难”的问题，同时“带土移栽”的方式，

减少了秧苗的根部损伤，提高存活率，返青

快、分蘖多、生长期短、成穗率高。

演示会上，一台台高性能插秧机在

田地里欢快穿梭，较高的作业效率，极低

的损耗，赢得了现场观摩人员的好评。

演示会接近尾声，有不少人员前来咨询，

市农科院就他们的问题进行了耐心解

答。（宗斌）

濮阳市农机局消息：截至6月11日

18时，全市玉米机播圆满结束，投入玉米

播种机 1.9 万台，完成玉米机播面积

155.2万亩，玉米机播率96.5%，再创历史

新高。

据了解，为了保证玉米机播的圆满完

成，濮阳市农机局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的导向作用，今年把玉米播种机、免耕播种

机列为补贴重点，充分调动了农机户的购

机积极性。 在全程机械化示范区引进新

机具，进行玉米机播技术指导、配方施肥、

对比试验，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地看到了

机械化播种的好处。组织广大农机管理人

员、机手代表观摩玉米机械化播种演示，通

过举办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大张旗

鼓地进行宣传。结合科技活动周、农机补

贴、新机手培训等对玉米播种机手进行操

作培训，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机手。 强化技

术服务，抽调技术骨干，组成应急抢修、安

全检查、巡回服务小分队，安排专车专人负

责配件、油料的配送服务，开通24小时服

务热线电话，积极配合厂家做好“三包”服

务和跟踪服务，确保达到优先、优质、优惠

的“三优”服务。（韩驰）

6月14日，汝阳县城关镇洪涧村党员们在田间帮助农民晾晒艾草。端午节到了，又是一年收获艾草时，汝阳县田间地头到处是农

民收获艾草的身影。汝阳县地处豫西伏牛山区，去年该县“甪里艾”被原国家农业部授予地理标志农产品。为推动产业精准扶贫，汝

阳县通过党员带动、技术培训、资金扶持、合同收购等措施，目前，该县十八盘、付店、靳村、陶营、小店、柏树、城关等乡镇农民踊跃发展

艾草种植，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步伐。康红军师娟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金松
灿）6月7日，洛阳市农业局邀请农业农

村部专家指导组成员、小麦高产栽培专

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张睿等相关

专家在洛阳市宜阳县柳泉镇元村对晚

播（12 月 5 日播种）小麦新品种中麦

895千亩示范田进行测产。专家组实

际考察了示范田长势，听取了项目实施

单位的汇报，查阅了相关资料基础，依

据农业农村部《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

验收办法（试行）》对示范方进行田间实

收。

宜阳县柳泉镇元村中麦895千亩示

范方916户，共种植1600亩。专家组在

千亩示范方中随机选取3个测产区，用

联合收割机收获后，现场称重，除去杂

质，用谷物水分测定仪测定小麦籽粒含

水量，按国家粮食入库安全含水量

12.5%计算实际亩产。实收当地3个点，

共16.94亩，平均单产368.0公斤。

“今年晚播了两个月，我原想能收

300斤就不错了，没想到这个品种真好，

籽粒饱满，一亩地收了700多斤，多收了

400多斤，真没想到呀！”合作社负责人

马书通幸福溢在脸上。

小麦高产抗旱栽培专家、河南科技

大学李友军教授说：中麦895在12月5

日晚播，年前麦苗仅“一根针”、“一线

苗”，有的还没出苗的情况下，仍达到这

样的产量水平，说明了这个品种高产、抗

寒、抗病、分蘖成穗率高、抗高温、适应

广。

专家组认为，元村中麦895小麦示

范田在本生产年度播种期连阴雨，播期

较常年推迟两个月，越冬期持续低温，晚

春遇到低温冻害等逆境条件，仍生长良

好，产量较高，创造了当地晚播大面积高

产典型，丰富完善了该品种在当地晚播

栽培技术。专家组建议进一步加大中麦

895推广力度，更好地服务当地农业生

产，为我省核心粮食生产区作出更大的

贡献。

中麦895 晚播也丰产
洛阳市小麦新品种中麦895晚播千亩
示范方喜获丰产

沁阳优质小麦创万亩高产新纪录

玉米机播率
创历史新高

濮阳市

汝阳 端午到 收艾忙

新技术让大豆种植更高效

省农科院原阳基地的一块田地里，小

麦收获完毕，大豆正待播种。与一般麦田

不同的是，这里的麦茬较高，大豆播种机械

也与普通机械不同，播种器具前，加装了秸

秆处理装置。

机器轰鸣，在大豆免耕覆秸精量播种

机械作业过程中，参观者惊奇不已，这台机

械不是将麦秸粉碎还田，却是将秸秆推向

播种行两侧均匀覆盖，而后将大豆均匀播

至田间，待机械换行播种时，麦秸便均匀覆

盖在已播种的大豆行间。先处理秸秆再播

种，让大豆播种按照已设定好的深度、间

距，避免了麦秸较多影响播种机械运作、堵

塞等问题。

对于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技术，来自永

城市农技推广中心的吕爱淑并不陌生，她

说，永城市是我省大豆种植面积最大的地

区，种植面积超过百万亩，目前当地已经开

始推广该技术，在保证大豆播种质量、保障

大豆产量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旋耕还田到均匀覆盖，麦秸处理
实用高效

“以往是以秸秆粉碎还田为主，虽然焚

烧秸秆带来的问题得以缓解，但对大豆种

植也存在一定影响。”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

系栽培岗位专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吴存祥研究员介绍说，大豆作为矮秆

作物，且行距较窄，田间秸秆过多，容易导

致播种机械拥堵，影响播种质量。

采用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技术，小麦秸

秆同样得到处理，却带来了更高的效益。

吴存祥说，秸秆还田的主要问题在于种子

播入田间，不能与土壤充分接触，大豆出苗

易出现问题，而免耕覆秸技术，在有效处理

秸秆的同时，不影响大豆播种，播种匀度更

高，因而能够发挥大豆单棵的生产潜力，从

而实现产量提升。

针对许多人担心的秸秆覆盖后会不会

影响大豆出苗，吴存祥解释说不仅不会影

响，还能带来好处。“覆盖秸秆后，能够起到

保墒作用，遇降水，水珠会打在秸秆而不是

土壤上，能够有效避免板结，同时秸秆的覆

盖也能够让雨水下渗而不是加速流失，就

像盖了一层被子。”吴存祥说。

农机农艺融合，改粗放管理为精耕
细作

农谚说，有钱买籽，没钱买苗。我省大

豆种植以麦茬夏播为主，大量的田间麦秸

和较短的适播期使得播种难度更大，田间

缺苗断垄和“疙瘩苗”普遍存在，对大豆种

植来说，如何实现精量播种、保证播种质量

尤为重要。

“农机农艺的融合是提高大豆播种质

量的有效途径，而现代化机械则起到了关

键作用。”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机械化岗

位专家、东北农业大学陈海涛教授说，随着

农村土地流转的深入推进，大豆生产呈现

规模化、区域化和机械化趋势。

据介绍，大豆免耕精量播种栽培技

术是以新型免耕播种机为核心，集成了

秸秆清理、精量播种、封闭除草、秸秆覆

盖等多项栽培技术，在麦收后可直接播

种，不灭茬，不耕地，一次性完成秸秆清

理、精量播种、封闭除草、秸秆覆盖等作

业。

“目前在获嘉县，采用免耕覆秸技

术播种大豆已经超过 6000 亩，预计今

年全省能够超过万亩。”国家大豆产业

技术体系郑州综合试验站站长、省农科

院经作所大豆研究室主任卢为国介绍

说，更为关键的是，该技术能够实现精

量播种，可省种20%，且单粒均匀下籽，

保证苗齐苗匀，同时省去了后续的间苗

工作。

“播种匀度是目前大豆播种的难题之

一，也是大豆产量的最关键要素，机械化的

引入，使得大豆种植实现了从粗放管理到

精耕细作的转变。”陈海涛介绍说，目前研

发的多种机械，可实现与30马力到200马

力的动力机械相配套，并且正在研发自动

导航、自主作业等配套技术。

□本报记者董豪杰

黄淮地区是我国大豆主
产区，大豆常年种植面积
3000万亩左右，占全国大豆
面积的38%左右。近年来，我
省大豆种植面积逐年增加，现
有的栽培技术难以满足生产
需求，严重限制了优质品种产
量水平的发挥。

从2008年开始，国家大
豆产业技术体系组织相关专
家，针对黄淮海地区大豆播种
难题开展技术攻关，研发了大
豆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栽培技
术，为大豆种植户献上一剂
“良方”。

6月15日，由省农技推广
总站和省农科院经作所联合主
办的全省大豆生产新技术现场
观摩培训会在原阳召开，从田
间观摩到技术培训，来自全省
各省辖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中
心）技术人员和部分种粮大户
代表纷纷为新技术点赞。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达6555万元

安阳市

阅读提示

罗山举行水稻钵体育插秧机械化技术演示会

全省麦收落幕 共投入406万台农机

近日，据安阳市农机局消息，安阳市

2018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6555万元，针

对今年的农机补贴政策变化比较大的特

点，安阳市农机局认真安排部署，广泛宣

传发动，强化工作措施，确保2018年农机

购置补贴工作顺利实施。

5月10日，安阳市农机局举办了农机

购置补贴管理系统培训班，重点讲解了先

购机后补贴的申请流程，市、县、乡三级工

作职能、办理补贴注意事项、农机购置补

贴管理系统的操作方法和步骤等内容，培

训效果良好。为了让农民朋友充分了解今

年农机购置补贴“先购后补”的政策，调动农

民购置和使用农业机械积极性，提高农机购

置补贴操作的透明度，市农机局印发了1.3

万份宣传资料和10个宣传版面分发给各

县（市、区），并通过现场会、深入农户家中

等形式对农机补贴政策进行宣传。截至目

前，全市已使用资金540万余元，补贴机

具330台，受益农户289户。（于农骥）

6月12日上午，洛阳市农机局在孟

津县会盟镇扣西村，召开了洛阳市2018

年水稻插秧机械化推广演示现场会。此

次演示会共演示了土地深松—激光平整

土地—高效植保—水稻直播—机械化水

稻插秧等5个技术环节。

孟津县会盟镇有着“河洛江南，鱼米

之乡”的美誉，这里种植水稻的历史悠

久，产出的大米颗粒饱满，色泽透明，味

道香甜，会盟大米可谓是远近闻名家喻

户晓。

因人工种植水稻的成本过高制约了

该市水稻种植业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

该市农机全程机械化水平。今年4月

份，该市农机技术部门组织技术骨干赴

省水稻机械化种植先行地区原阳县开展

了深入的学习和调研。经技术专家论证

后，引进了适合该市水稻生产的全程机

械化技术。此项技术以机械化种植和机

械化收获为主体技术，配套机械化深耕

和机械平整土地、机械植保及整地等技

术。

召开此次演示会不仅让群众了解并

掌握机械化插秧技术，还让广大群众亲眼

看到机械化种植的好处，使群众切身感受

到了使用机械化插秧既省时省力省工，又

能够提高效率、增加收入，从而促进该市

农业机械化水平又好又快发展。（鲁央）

洛阳市

召开水稻插秧机械化推广现场会

秸秆当“被子”精播效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