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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灾之年，
大灾之年
，
尽显英雄本色

CUN MAI

存麦

黄淮麦区一颗耀眼的明星
黄淮麦区
一颗耀眼的明星
各地观摩代表在存麦 11 示范田连连点赞

□本报记者 肖列

存麦 11 万人观摩引轰动

2018 年小麦生产受气候影响，前期阴雨连绵播期推迟，中期
干旱，4 月初严重倒春寒危害，后期阴雨天气、低温寡照、穗发芽等
多重不利因素叠加，造成小麦产量和品质严重下降。可就在这样
一个大灾之年，存麦 11 表现不凡，从豫西山区到豫东平原，从淮河
之滨到太行山下，
存麦 11 种到哪里，
丰收的喜悦就传播到哪里。存
麦 11，
宛如一颗耀眼的明星，
闪耀在黄淮麦区。

2018 年 5 月 11～17 日，6 场规模宏
大的顺鑫大众种业 2018 年小麦新品种
观摩会在荥阳市顺鑫大众试验站举
行。来自河南、安徽等多个地区的专家、
经销商、种地大户、农户代表 10000 余
人参加，河南顺鑫大众种业小麦观摩会

规模之大、效果之佳，在河南种业界及黄
淮麦区引起轰动。
大家对存麦 11 优异的田间表现所
折服，惊叹之声不绝于耳！各级经销商
推广信心百倍，纷纷提前签订供种合同
并预交定金。

专家盛赞 推广前景广阔
5 月中下旬，河南省农业厅副厅级巡
视员汤其林，省农技推广总站站长郑义、
夏粮科科长蒋向，
省种子管理站副站长宋
连启，郑州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陈庆，存麦
11育种人郑天存，
河南省小麦玉米超高产
栽培创新型技术团队带头人张慎举教授
等领导、专家，莅临河南顺鑫大众种业试

验站存麦 11 展示田。领导、专家对存麦
11 小麦品种表现出的抗冻、抗倒、抗病及
高产稳产等优势，异口同声给予了高度
评价，并勉励河南顺鑫大众种业负责人
要做好存麦11高产栽培技术研究，
良种、
良法配套，使这一优秀品种推广好，为我
国小麦增产、农民增收作出积极贡献。

存麦 11 高产创奇迹

存麦 11 育种人郑天存高度盛赞存麦 11 田间表现

存麦 11 抗冻 矮秆 穗大 产量高
存麦 11（审定编号：豫审麦 2015012，
有望通过国家黄淮南片审定），
是著名小麦
育种家郑天存继小麦品种周麦 9 号、周麦
16、周麦 18、周麦 22 之后又一突破性力
作。该品种具有以下六大优势：①矮秆抗
倒。株高 73 厘米左右，旗叶上举、茎秆弹
性好、抗倒性强，
连续三年全省多点试验均
无倒伏；
②抗寒性好。幼苗半匍匐，
叶片窄
长、叶色深绿、分蘖力强，
冬季抗寒性好，
春
季起身晚，两极分化快；③耐后期高温，成

熟落黄好。穗长方形，小穗排列整齐，白
粒，
半角质；
④增产水平极显著。一般亩产
1200 斤左右，具有 1400 斤以上的高产潜
力，2017 年各地涌现了众多亩产超 1500
斤的高产户；
⑤综合抗性强、适应性广。适
宜河南省及同类生态区早、中茬，
中高肥力
地种植；⑥高抗黄花叶病毒病。2017 年，
我省驻马店、周口等地发生了严重的黄花
叶病毒病，经过对 12 个县的调查，存麦 11
对黄花叶病毒病免疫。

为充分了解存麦 11 的高产水平，在 麦 11，其他品种都不种，都是忙一年，两
麦收前后全省范围内，顺鑫大众种业组 亩地没有人家一亩打得多。”
织了由记者、专家、技术人员、经销商、村
5 月 30 日，顺鑫大众种业邀请新蔡
干部、农民等人参加的测产会和实打验 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专家，在该县
收会，所到之处，人们对存麦 11 的表现 棠庄村杜怀荣和毛岗村杨圆月的存麦
交口称赞，农民丰收后的喜悦溢于言表！ 11 种植地块进行了实地测产。经过实
在调查中，存麦 11 高产典型不胜枚 打实收、现场称重、仔细核算后，专家现
举，最高亩产达 1500 斤以上，大灾之年 场公布了杜怀荣和杨圆月的小麦亩产量
创下了当地小麦高产纪录。鲁山县磙子 分别是 1046 斤和 1063.8 斤。听到这个
营乡刘红旗种植 6.2 亩存麦 11，收获后 结果后，种植户们十分惊喜，纷纷称赞：
直接卖粮 9836 斤，平均亩产 1586.5 斤； “存麦 11 就是好，秆子矮、穗子大、落黄
睢县河堤乡胡庙村的存麦 11 高产户梁 好、产量高！”
秀美两亩地收获了 2800 多斤小麦，亩产
6 月 4 日，柘城县农业局专家对该县
1400 多斤；淮阳县朱集乡石小庄杜如龙 张桥乡大魏村魏长年的 4.5 亩存麦 11 进
种植 12 亩存麦 11，亩产 1362 斤；遂平县 行实打验收，
亩产小麦1256斤，
收割机手
文城乡王老边村王德种植 8 亩存麦 11， 惊讶地说：
“从南阳一路收来，
小麦普遍产
亩产 1263 斤，其邻居种植的其他品种亩 量在五六百斤，七八天时间里，就没见过
产只有五六百斤，邻居说：
“明年就种存 这么高的产量，
明年我也种存麦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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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麦 11 高抗小麦黄花叶病毒病
我省周口南部、驻马店大部、漯河等
地，近几年小麦黄花叶病毒病发生面积
大、为害重，存麦 11 通过三年的种植表
现，高抗黄花叶病毒病，解决了防治黄花
叶病毒病难题，给农民朋友带来了福音。
上蔡县存麦 11 经销商党新民向记
者介绍，上蔡县小麦黄花叶病毒病发
病区域广，病情较严重，个别乡镇 70%

地块感染病害，小麦发黄、弱小，农民打
了 两 三 遍 药 也 不 见 效 ，确 实 令 人“ 痛
心”。可是就在小麦黄花叶病毒病大暴
发的情况下，存麦 11 却一枝独秀，所种
地块叶色浓绿、生长健壮，受到了农民
的称赞。党新民说：
“ 我为找到一个适
宜在我县推广的好品种——存麦 11 而
感到非常开心！”

存麦 11 高巧包衣 更高产更高效
河南顺鑫大众种业与德国拜耳合
作，采用高端种衣剂“高巧+立克秀”包
衣，有效成分含量高、药效长，可有效防
治小麦苗期病害，对根腐病、纹枯病、全
蚀病等根系类病害效果明显，不但能防
治地下害虫，还对蚜虫、红蜘蛛有很好的
防效，一般情况下，小麦基本不受蚜虫为
害。使用顺鑫大众种业公司工厂化包衣
的种子，苗齐、苗壮，分蘖多大而壮，穗
大、秆粗，表现更好，产量更高，可大大降
低小麦防病治虫成本，省工、省时，相比

农民朋友自己使用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进
行包衣，每亩节约投入 20～30 元。
存麦 11 是河南顺鑫大众种业面向
黄淮麦区推出的优良品种，凭借其矮秆、
大穗、抗冻、综合抗性强、产量高、适应性
广的优势，必将成为黄淮麦区更新换代
主导品种。顺鑫大众种业将为广大农民
朋友提供纯度更好、芽率更高、性状更优
的种子，以更专业、更全面、更贴心的技
术服务，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再立新
功。

长势出众的存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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