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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县

“菜园”牵手电商拓宽致富路

小暑过后天闷热
蔬菜管理要跟上

滑县 农技服务做后盾 合作社建起田间学校

小暑刚过，7月是一年中高温强

光干旱和暴雨发生最强烈的季节，

也是病虫草害发生最重的一季。天

气多变，日照充足，降雨增多，高温

闷热，蔬菜管理、采收、育苗和播种

等工作要跟上，才能确保全年增产、

增收。

采收方面，露地瓜类、茄果类、豆

类和叶菜类蔬菜陆续成熟，要及时采

收上市，防止产品老化快商品性降

低。就地销售的蔬菜要在清早天气

凉快时采收、运输；远途销售的还要

预冷或加冰包装运输。将要采收的

蔬菜，要提前停止喷洒农药，严格安

全间隔期，确保蔬菜产品达到无公害

的要求。

管理上，高温强光下，植株的蒸

腾作用大，需水需肥多。露地叶菜类

要2～3天浇水一次，瓜类、果菜类和

豆类蔬菜要每周浇水一次，浇水的同

时追施肥料。大雨过后及时排除田

间积水，扶正培土植株。转晴天时还

要浇井水一次，俗称“涝浇园”，降低

地温。夏季病虫草害发生严重，要早

发现早防治。特别是大雨过后田间

湿度大，加上高温，病虫草害发生重，

可以提前喷施广谱性农药加叶面肥

预防，并趁墒人工铲除杂草。棚室四

周要围土阻挡雨水倒灌到棚室内，防

止泡塌棚室；棚室内提前撒施有机

肥，打好垄畦并灌水，在晴天密闭棚

室进行高温消毒，为下个月的定植做

好准备。

播种上，农谚说“头伏萝卜、二伏

芥”。本月上旬可以播种胡萝卜了。

要起垄播种，播后连灌三水保持垄面

湿润并喷一遍封闭性除草剂，确保出

苗和除草。露地秋延后黄瓜、豆角和

耐热早熟白菜还可以起垄直播，秋淡

季上市。

育苗上，秋茬露地叶菜和秋冬

茬棚室果菜多在本月上中旬育苗。

育苗棚要有防虫网、防雨膜和遮阳

网三层覆盖，确保苗床有防虫、防雨

和遮阴降温的良好环境条件。要采

用穴盘基质集约化育苗方式，番茄

要采用抗黄花曲叶病毒病的品种，

黄瓜、茄子等采用嫁接换根的方式

来增强苗子的抗性；苗床每天喷井

水保持苗盘湿润和降低苗盘的温

度；每天检查苗子有无猝倒病、立枯

病和蚜虫、青虫等病虫害发生，及时

发现和早防治。

6月29日，三门峡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中心签发今年第六期果蔬农药残

留抽查检测报告，渑池县75个抽检样品

合格率为100%，连续6期果蔬农药残留

安全状况良好。

今年以来，渑池县严格落实农产品

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强化源头严防、过程

严管、风险严控各项工作，严格实行市场

准出制度，规范农业投入品监管，积极开

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专项整治，

织牢织密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确保老百

姓放心购买、安心食用。

严格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强化风

险防控。加强对全县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的安全监管，把好农牧产品质量安全生

产关。

严格农业投入品质量监管，净化生

产源头。先后组织开展了“双节”农畜产

品专项整治、农资市场专项整治、牛羊肉

专项治理、饲料兽药专项整治、水产品生

产专项巡查检查等行动，对全县12个乡

镇的农资经营户、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

产企业、饲料及兽药经营门店、水产品养

殖场（户）等进行逐一检查，把紧了农牧

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投入关。

严格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办案，形

成有效震慑。根据农产品鲜活易腐、流

通快的特点，加大监督抽查力度，实施检

打联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王峰
张光宏）

当前，正值秋作物苗期生长阶段。

为进一步做好夏玉米、大豆、花生等秋作

物的苗期田间管理工作，6月下旬以来，

虞城县农业畜牧局及各乡镇农技推广区

域站的技术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实地

查看夏玉米、大豆、花生等秋作物苗情长

势，开展秋作物苗期管理技术培训和田

间技术指导，根据各秋作物的苗情、墒

情、病虫情特点，重点讲解了中耕灭茬、

苗期追肥、病虫害防治和化学除草等技

术要点，为秋作物丰产提供了技术保障。

截至目前，已举办各种形式的技术

培训会26场次，培训农民2000多人次，

发放技术明白纸20000余份，科技书籍

1000余本。（厅报）

“博爱孝敬蔬菜乡，绿色有机特色

强。规模经营好处多，合作社里把业

创。电商扶贫真不赖，‘一亩田’上来卖

菜。‘燕子’筑巢‘博爱源’，带贫致富乐开

怀。”近年来，博爱县孝敬镇博爱源蔬菜

合作社负责人王燕，在传统蔬菜种植中

嫁接电商元素，拓宽了村民脱贫致富路

的故事传为美谈。

博爱县孝敬镇是全国十大蔬菜之

乡，全镇5.3万亩耕地中有3.5万亩种植

蔬菜，全镇28个村中有20个村以种植

蔬菜为主。土生土长的孝敬镇人王燕，

长在“蔬菜镇”、吃着“孝敬菜”、耍在“蔬

菜园”，对当地的蔬菜情有独钟,把蔬菜

做大做活做强、将这一特色产品打造成

特色产业是王燕多年来的“小心思”。

2009年，王燕在孝敬镇中内都村牵

头成立了博爱源合作社，以蔬菜生产、

简易加工、销售为主要业务，并注册了

“博爱源”“孝敬”2个蔬菜商标。合作社

实施“互联网+”战略，通过一亩田APP

发布销售信息，成交量和收益率大幅提

高，每年至少50余万公斤蔬菜通过电商

渠道卖出，博爱源合作社也获得了“全

国蔬菜标准园”“全国设施农业与技术

示范单位”“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基

地）”等荣誉。

“3年前俺在博爱源合作社承包了

一个半地下温室大棚，每年收入6~8万

元。最省心的是种出来的菜供不应求，

“博爱源”通过网上发布销售信息，全国

的客商主动找上门来收菜，大大节约了

成本。”脱贫户宋晓玉讲起自己的脱贫

经历，不禁眉飞色舞。据悉，在王燕的

带动下，贫困人口通过土地流转、入股

分红、承包经营、园区打工等方式参与

到合作社的日常经营中，共带动周边贫

困村287户贫困户增收。

“种菜‘老把式’成了电商‘新农

人’。目前，全县539家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规模经营组织中，有300多家融入

了电商，带动了40%以上的贫困人口脱

贫增收。”博爱县信息化提升领导小组

组长秦旭晨介绍说。（梁成林 赵蜘莅)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7月5日，夏收

夏播早已结束，本是农闲时候，位于滑县

万古镇杜庄村的焕永农民种植专业合作

社，农闲却不闲。放置农机具的小院旁

边，一间小屋装修完毕，空调、桌椅、电教

化设备均已就位，合作社负责人杜焕永

说：“这里是合作社建立的农民田间学校，

合作社成员和当地农户将在这儿接受更

专业、更有针对性的培训。”

2013 年，返乡的杜焕永流转土地

1000亩成立合作社，开始了自己的现代

农业梦，让他没想到的是，当年合作社的

小麦亩产只有700余斤。农业技术尤其

是规模化种植的田间管理技术成为制约

合作社发展的难题。杜焕永深刻体会到，

规模化经营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农业

科技必不可少。与此同时，滑县农技推广

中心在了解到合作社的发展瓶颈后，开始

向其提供技术指导，包括土肥、栽培、植保

等方面的农技人员，纷纷到来，为合作社

注入科技动力。

从流转土地建立合作社到开展土地

托管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科技给杜

焕永和他的合作社带来了“加速度”。经

过两年的发展，合作社土地流转面积达到

2000亩，并根据合作社实际情况探索出

了“六统一”的服务模式，即统一机械化作

业、统一生产资料供应、统一配方施肥、统

一灌溉、统一病虫害防治和统一销售。

“规模化种植户不同于一般的农户，

必须做到农时、农艺、农机三项结合，在作

物生长的关键节点做好技术服务，保障耕、

种、管、收关键环节技术到位。”滑县农技推

广中心主任李勇介绍说。有了农业技术

做后盾，合作社发展迅速，给农户带来了更

高收益。“去年小麦季，俺合作社的社员亩

增加收入超过200元。”杜焕永介绍说，合

作社也将流转土地的发展模式，扩展至土

地托管，目前托管面积已达到2万亩。

从杜庄村及周边土地流转开始，合作

社土地托管、提供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大，

现代化的农机具带来了跨区作业。杜焕

永告诉记者，目前合作社的库房面积有

5600平方米，主要存放包括大马力拖拉

机、收割机、旋耕机、植保机械、烘干设备

等农机具，这些农机具除了满足合作社的

需求，还能为周边农户提供服务。

尝到科技甜头的杜焕永对合作社未

来的发展也有自己的想法：将学到的技术

传授给社员和周边群众。“培训教室马上

就开始使用了，县农技推广中心的专家以

后也会经常来讲课，掌握科学技术，才能

带来高效益，”杜焕永说。

又是一年荷花香，万亩荷塘迎客来。

近日，在孟津县会盟镇银滩农业观光园，

一场以“‘荷’美银滩·‘乡’约会盟”为主题

的第15届洛阳会盟荷花节拉开帷幕。数

以万计的游客慕名而来，在淡淡荷香中领

略充满荷乡风情的“河洛江南”。眼下，该

县通过大力发展现代观光农业，培植了农

民增收新亮点。

孟津是一个传统农业县，由于地处

邙山腹地，具有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

区域优势，境内既拥有巍巍邙山之俊

美，又有滔滔黄河之灵秀，更有小浪底

水利枢纽、汉光武帝陵、龙马负图寺之

盛景和伏羲画卦、八百诸侯会盟、伯夷

叔齐扣马谏之远古传说，是中原典型的

“历史文化名县”，也是发展生态旅游的

自然禀赋。同时，基于生态保护的需

要，孟津县西部山村基本上保持了老

村、老房、老墙、老院的原生态风貌，成

为彰显“乡愁”大符号，打造生态旅游的

总品牌。

为此，该县立足文化旅游产业分布现

状和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自然生态等特

点，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布局为：“一心

四带”。“一心”即县城新区汉都旅游综合

服务中心；“四带”即以沿黄河旅游资源为

中心的蓝色黄河旅游度假带，以孟扣路、

小浪底专用线两侧休闲农业园区为中心

的绿色田园农业休闲带，以汉魏故城、邙

山陵墓群等历史文化资源为中心的紫色

文化展示体验带和以新310国道为中心

的黄金国道特色商贸带。

同时，该县明确提出了把发展“大农

业”与促进“大旅游”结合起来的发展思

路，依托景区资源丰富的优势，拉长旅游

产业链条，抓好以休闲观光为主的特色花

卉、反季蔬菜、精品瓜果、高端草莓等现代

观光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催生出500亩

以上现代观光农业园区55个，省级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5家、市级64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1000多家，推动了农业生

产由传统农业向生态化、园林式、观光型

农业转变。

近年来随着“来孟津耍吧!”这一旅游

主题口号的深入人心，会盟镇建成了以莲

藕、莲子、荷茶等为主的旅游产品加工项

目和稻米、鲤鱼、酥梨等为主的观光农业

产业基地，走出了一条以旅助农、农旅融

合的发展之路。平乐镇重点沿310国道、

207国道两侧，打造出牡丹画产业创意

园、生生乳业农牧庄园、千度红葡萄酒庄、

凤凰山田园综合体等一批特色文化体验

区和现代农业综合体，带动丁香花节、古

汉莲花节等多个品牌节会……

位于孟津东西长30公里的七彩长

廊中心区的洋丰果业生态园，不断整合

区域旅游资源，将草莓园、樱桃园、葡萄

园、柿子园、猕猴桃园打造成一条生态

绿荫廊道，让农业资源“裂变”为休闲度

假胜地。负责人杨占通介绍，目前，洋

丰果业生态园实现了“四季有花，月月

有果”的目标；通过举办“草莓嘉年华”

“亲子采摘游”“敬老体验游”等活动，实

现园区由单一卖农产品向卖旅游产品

转变；去年共接待游客20万人次，效益

大幅提升。

随着孟津县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不

仅拉长了相关产业链条，而且直接带动服

务业、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展。目前，该

县从事休闲农业的达16870人，其中农村

贫困人口1210余人，在服务休闲农业中

人均年收入16300余元。(郑战波)

“窝囊菜菜窝囊，扶贫路上做领航；

建大棚种青香，带领群众奔小康；走市场

观行情，产品优质被人抢；撬动发展树形

象，人大代表快当上。”时下，走在社旗县

饶良镇孟庄村，大家对返乡农民工李秀

合通过种菜带领群众走脱贫之路的点赞

声不绝于耳。

家贫如洗的李秀合于2007年进京

打工，凭着一张电工证被高薪聘为电器

维修工，并光荣地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

会服务人员。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李秀合看

到承包蔬菜大棚挣钱快，2011年他尝试

在北京市房山区承包4个蔬菜大棚，其结

果以失败而告终。当时，就有朋友讽刺

他说“就你那个‘窝囊菜’劲，根本就不会

挣大钱”。也许就是朋友这句话，戳中了

他的‘菜神经’，撞醒了他“不到长城非好

汉，不挣大钱不罢休”的“菜脑袋”。

于是，他找原因、补短板，走市场、看

行情，问品质、听管理，第二年，种植的娃

娃菜眨眼工夫就被天津菜商抢个一干二

净。自此，他扬眉吐气，干劲倍增。之

后，他主攻樱桃、萝卜，专供上海等一线

城市的蔬菜批发市场，同时还出口俄罗

斯。

“我虽说在北京挣到了些钱，但看到

家乡因发展而缺乏资金和技术时，就彻

夜难眠。”李秀合回忆说。2016年10月，

李秀合告别北京，怀揣种菜技术回到阔

别9年的贫困村——孟庄，在镇、村和金

融部门大力支持帮助下，李秀合投资107

万元，流转土地310亩，成立了青农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起大棚50座，采取

“种租结合”两步走的方式，让贫困户家

门口就业。2017年饶良镇又将李秀合的

合作社定为产业扶贫基地。由于善于经

营，合作社种植的豆角、羊角密甜瓜等蔬

菜瓜果供不应求。

据社旗县人大代表、孟庄村支书常

凯介绍，李秀合蔬菜合作社去年纯收入

在40万元左右，现在共吸纳周边群众60

人家门口就业，其中贫困户12户。“这个

合作社刚成立，我就在这里干活儿，由于

自己一弯腰就腰痛，人家秀合从不嫌弃，

春节时还给俺发油、发面、发菜，他没少

照顾俺。”谈起李秀合，贫困户毛书辉感

激万分。

“通过前景分析，计划建一个万只养

兔场，充分利用秸秆资源和劳力资源，采

取以‘兔粪种菜，菜质绿色’的循环模式，

做大做强扶贫产业，带动乡亲们都富起

来。”谈到今后发展时，李秀合信心满

满。（王绍亭）

7月6日，汝阳县十八盘乡马寺村党支部的党员们在察看核桃树长势情况。汝阳县十八盘乡地处深山区，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该

乡结合山区实际，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通过党员带头示范作用，因地制宜引导群众发展核桃、花椒、葡萄、艾草、香菇

等特色种植业，一村一品加快农民脱贫致富步伐。康红军师娟 摄

渑池县

严防严管严控农产品质量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大农业”与“大旅游”结合

孟津现代观光农业“耍”出增收新亮点

“窝囊菜”老板种菜不愁卖 致富能手

汝阳 发展核桃助脱贫

虞城县农牧局

加强秋作物
苗期管理不放松

农技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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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
名片

□王玮

7月6日，济源市农技中心组织部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到示范方召开现场观

摩会。为进一步探讨大豆防缠绕免耕精

播技术的实用性与利用价值，为大豆生产

提供技术支撑，2018年，济源市农技中心

在济源市富宝家庭农场设置了一个百亩

示范方，目前示范方大豆长势良好，明显

优于常规播种田。

观摩会当日，济源市农技中心主任潘

进军对大豆防缠绕免耕精播技术做了简

单介绍（如图），并引导大家对免耕精播及

常规播种的大豆苗情做了认真对比。现

场观摩后，参会人员又到富宝家庭参观了

大豆防缠绕免耕精播机；在农场办公室，

中心技术人员对大豆及其他秋作物当前

管理技术进行了具体讲解及指导。（厅报）

济源市农技中心

示范方里开现场会
指导大豆咋秋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