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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STS区域重点项目“河南粮食生产减肥增效示范”在信阳进行测产

好种好肥好技术 减肥增产效益高
□本报记者刘彤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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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收割机（已卸载粉碎装置）轰鸣而过，

原本秆青籽黄、植株挺立的水稻，随着籽

粒被收获，秸秆也变得粉碎（如图）。10

月20日，在信阳市举行的中科院STS区

域重点项目“河南粮食生产减肥增效示

范”信阳核心示范区水稻示范方测产验

收现场，这一幕引得围观群众纷纷称奇，

打听起其中奥秘。

“这是中粳稻新品种科辐粳7号，是

中科院科技人员为了解决秸秆还田难、水

稻茎秆柔韧性强难降解等问题，发掘水稻

新的细胞壁合成基因，减少秸秆中纤维素

含量、增加半纤维素含量，选育出来的水

稻新品种。”项目主持人、中科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跃进一句话道破了

玄机。对于群众普遍关注的“脆秆水稻在

农事管理中会不会易折断”的问题，吴跃

进介绍说，“科研人员在实验中想到了这

一点，特别筛选出一种‘前期不脆后期脆’

的时间表达性材料，使水稻茎秆在生长期

具有韧性，进入成熟期则由韧变脆、脆而

不倒。”

小麦-水稻轮作是“河南粮食生产减

肥增效示范”项目试验示范的三种粮食

轮作模式之一，同时也是信阳主要的粮

食轮作模式，全省水稻常年种植面积

900多万亩，信阳就占了八成。信阳市

平桥区土壤肥料站站长、高级农艺师李

广斌介绍，“通过近两年的实验示范，科

辐粳7号的田间综合表现优异，可在生

长关键期避开当地高温天气，免受热害、

且耐倒伏。同时，信阳种植籼稻较多，而

此次实验示范的科辐粳7号属于粳稻，

口感较好。独特的脆秆特性，使其在收

获时秸秆破碎率高，有助于秸秆直接还

田，从而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吴跃进

介绍，除采用有助于秸秆直接还田的脆

秆水稻品种科辐粳7号外，项目还设有

不施氮肥、常规全量施肥、控失全量、控

失减氮10%、控失减氮10%加有机肥等

5个处理，此次测产验收就是要对比不同

施肥模式在减肥增效中的效果。

以安徽农业大学教授黄义德为组长

的验收专家组，现场测产、核算后得出产

量数据：中粳稻新品种科辐粳7号在控失

全量、控失减氮10%、控失减氮10%加有

机肥等三种施肥模式下，分别比常规全量

施肥模式增产69.5公斤、55.7公斤、84.6

公斤，增产率分别为 10.1%、8.1%、

12.3%。专家组认为：项目采用的示范控

失肥、氮肥减量、有机无机配合等新产品

新技术，在提升耕地土壤肥力、作物养分

利用率方面具有良好效果，有助于粮食生

产减肥增效。

“省去了粉碎环节，机收费用每亩减

少20元；单产提高了60多斤，每亩增收

60多元；粳米口感好能卖上价，每亩增收

200多元。里外一算，一亩地就能多收入

近300元。”在信阳核心示范区水稻示范

方里，有平桥区平昌关镇王畈村种植大户

陈诗勋七亩多地，他站在地头向记者算了

一笔账，“我自己也试种了100多亩，仅机

收费用就节省了2000多元。”产量增加

了、口感提升了、秸秆还田也更容易了，流

转了1000多亩土地的陈诗勋表示“来年

一定要扩大种植面积”。

“水稻秸秆是一种生物质资源，粉碎

还田对于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具有重要

作用，科辐粳7号让秸秆还田变得更加容

易了。实验数据显示，通过1年的养分优

化运筹与秸秆还田促腐，控失肥示范田土

壤有机质含量比上一年提高显著。”课题

主持人、省土壤肥料站研究员葛树春认

为，“项目中推广的脆秆水稻品种、环境友

好高效化肥和有机肥、秸秆转化促腐以及

科学施肥技术等产品和技术，有助于实现

减肥增效、培肥地力、‘藏粮于地’的农业

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

当前，土地流转加速、农业商品化进

程加快、国家化肥零增长政策的提出等，

都对农资行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创

新模式、转型发展势在必行。

下一步，心连心将着力通过创新营销

模式，推行信息化、一体化战略，探索建立

具有心连心特色的营销体系，以创新为引

领，以服务为抓手，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具体到东北地区，心连心将采用新模

式引领服务转型新升级，以建站辅导、标

准化服务、物料、品牌等方面立体化打造

使用高效农业的农化服务体系。

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创新的服务模式

赢得了东北经销商的认可，来自黑龙江省

密山市的经销商代表何彦利和来自内蒙

古自治区通辽市的经销商代表田玉杰在

会上分享了与心连心的合作经历。他们

表示，心连心推出的差异化产品水触膜控

失肥、黑力旺腐殖酸肥、硝硫基复合肥等

深受农户好评，在心连心的大力支持下，

他们通过早下手、走订单，抓大户等形式，

不停地回访、示范、下沉终端，在销量提升

的同时，保证农民的增产增收，赢得了客

户的一致好评。

10月23日，在焦作市文锴种植专业合作社玫瑰种植基地，合作社理事长郜庆臣正在检查即将运往郑州双桥花卉基地的玫瑰花。

由于做好了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郜庆臣种出的玫瑰花型好、颜色正、香气浓，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仅今年上半年就给他带来十几万元

的收益。本报记者刘彤摄

本报讯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批准，

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中国农技推广

协会及江西省农业厅、南昌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第二十届全国肥料信息交流

暨产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全国肥料双交

会）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

本届全国肥料双交会以“减量增效、

绿色发展”为主题，展馆设置了8个展

区，展示产品千余种。金正大、中化农业

等400多家肥料生产企业参展，展会吸

引2万多专业观众参观。

本次全国肥料双交会呈现出展览

内容丰富、宣传方式多样、会期活动精

彩、参会观众专业等特点。展览内容形

成了肥料生产到施用的完整链条，并开

辟了水溶肥与水肥一体化、新型经营主

体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展区，将喷滴灌和

水肥一体化设施设备与农机服务商、植

保服务商、农业技术服务商等专业化服

务引进双交会；展会联系各大协会、学

会等组织机构同期举办活动，邀请社会

化服务主体、新型经营主体和家庭农场

等参会。

会期同时举办了贴近行业的多项

会议，主要有：全国土肥（耕肥）站长会

议、中国农技推广协会六届二次理事

会、2018氮肥行业营销工作会暨化肥

减量增效技术与产品推介会、第十三届

全国堆肥大会、2018中国土壤安全与

生态用肥论坛等。（本报记者）

本报讯 10月 23日，由全国农技

推广中心主办的全国农业植物种苗隔

离试种及疫情监测技术方法培训班在

洛阳举办。来自全国各级植保站、广东

省农业有害生物预警防控中心及海南

省南繁管理局等单位的多名代表参加

培训。

据悉，培训班的举办旨在提高境外

引种苗隔离试种与疫情监测水平，研究

部署2019年隔离试种重点对象及重点

区域监测，做好检疫性有害生物防控，切

实保障引进种苗的生产安全。

培训班上，中国林科院研究员赵文

霞、中国农科院研究员王锡锋、浙江省植

检局研究员王荣洲、河南省植检站研究

员韩世平分别就林业植物引种检疫许可

与监管、农作物主要病毒的识别监测与

防控技术、农业植物疫情监测防控工作

浅谈、完善制度——强化防控（以小麦全

蚀病为例）等内容作报告；全国农技推广

中心风险分析处处长刘慧介绍了今年引

进种苗隔离的现状与做法、成绩与难点、

下步计划等；与会代表就2018年度隔离

试种工作进行了总结交流。（本报记者）

节节麦是与小麦母本非常接近的禾

本科杂草，是当今世界十大恶性杂草之

一，因其有超强的繁殖力和生命力，可以

通过麦种带入、地表残留、随水灌入、鸟

类家禽等方式进行传播，所以极难防治。

防治节节麦，目前甲基二磺隆防效

最佳，防效为40%～80%，其他药剂如精

噁唑禾草灵等只是对苗期节节麦有明显

抑制作用。而甲基二磺隆属于磺酰脲类

除草剂，这类除草剂作用迅速、易产生抗

性的特点要求使用时必须严谨、仔细。

结合实际应用，谈一下甲基二磺隆

的使用注意事项：

病弱苗、盐碱地禁止使用；硬质麦、

不耐寒品种谨慎使用；气温稳定7~10天

效果好；年前温度更趋于稳定，杂草草龄

小，防效明显提升，年后气温反复易出现

药害；用药后7~10天不能大水漫灌（浇

地、积水）；与玉米控旺产品一样，严禁过

量和重喷；年前未能用药，年后拔节前后

禁止用药；地埂沟壑，尽量除尽；避免节

节麦种子再次随水、随风进入农田。深

入了解农田靶标，针对靶标选择组合配

方施药，因“草”施药。

建议年前用药防治，小麦抽穗后人

工清除余草；因节节麦年后二次出苗及

比小麦早熟 10~15 天，避免次年继续

为害。（石华）

心连心携手经销商发力东北市场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安亚杰

近两年，受国内外大环境
影响，肥料市场产品价格跌宕
起伏；国内种植结构发生较大
变化，肥料市场竞争激烈。9
月，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心连心)“心转型 心
服务”2019年东北市场营销
峰会在心连心总部新乡召开，
会上心连心针对市场变化和
竞争形势等问题交出了答卷。

今年上半年，无论是复合
肥产品还是高效尿素产品，心
连心均取得不俗的业绩：实现
复合肥产品销量83.97万吨，
比去年同期增加13.86万吨，
同比增长20%；高效尿素产品
（含控失尿素产品和腐植酸尿
素产品）销量24.75万吨，比
去年同期增加6.64万吨，同比
增长37%。

心连心吉林公司总经理刘刚在会上

对心连心吉林公司的业绩做了介绍：从

2017年正式建立生产基地至今，心连心

吉林公司在复合肥、高效尿素、聚能网尿

素、贸易销售等版块均取得不同程度的增

长。

目前，东北种植结构变化、肥料市场

竞争激烈都在呼吁肥料产品向更加多元

化的方向发展。为此，在产品规划上，心

连心吉林公司推出了控失肥和氮钾肥系

列、腐植酸系列、水稻测深施肥系列、专用

水溶肥系列等，为市场提供品种丰富、效

果突出的高质量肥料产品，满足广大客户

的个性化需求。

未来,心连心吉林公司将继续发力东

北市场，着力打造成一流的BB肥原料供

应商和一流的专用复合肥服务商,同时着

力打造心连心品牌东北百万吨服务平台。

在东北地区，心连心主推黑力旺腐植

酸肥，同时搭配测深施肥、掺混肥等产品。

2017年，心连心与中国腐植酸行业

的龙头企业——新疆双龙腐植酸公司开

展战略合作，成立了新疆黑色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专注于腐植酸黑色科技系列产品

的研发，充分借助自身的科技实力、营销

服务体系以及自产的优质腐植酸原料、产

品等竞争优势，全力打造中国腐植酸肥料

一流品牌。

同时，心连心将从研发生产、品牌传

播、示范推广、产品包装、物流运输、使用

效果、客户服务等环节，按照一流的标准

设计和运营，推动腐植酸肥料销量的快速

增长。

从技术上来讲，心连心黑力旺腐植

酸核心技术——“5s”活化技术（包括3级

活化和2级纯化）也非常值得关注。通过

“5S”活化技术，从腐植酸中提取出精华

部分——黄腐酸，其活性非常高，具有疏

松土壤、活化养分、增强抗性、改善品质等

众多优异的功效。

防除恶性杂草节节麦
甲基二磺隆咋用效果好

阅读提示

B 发力腐植酸肥，智创新的盈利点

A C产品线丰富,让经销商后顾无忧 服务为本,
营销模式再升级

第二十届全国肥料双交会
在南昌举行

全国植物疫情监测技术培训
在洛阳开班

糖化肥料助力博爱姜农丰收

“这块地的姜，在苗期受到了严重的

日灼。本想这块地的产量不要了，后来

听了原经理的建议，用糖化智能营养套

餐作了补救。没想到产量没有减，还增

加了不少。”10月23日，在博爱县金杯

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侯民指着一片

叶片肥厚、植株健壮的姜田高兴地说。

侯民口中的原经理，说的是糖化产

品焦作总代理、鑫益农农资公司经理原

继芳。他介绍，“当时推荐种植户使用糖

化智能营养套餐‘细胞惊醒剂+乳酸钙+

醒力根’进行调理，一周后黄化的叶片逐

渐转绿，枯萎的植株也逐渐挺立。”

博爱种植生姜的历史悠久，当地出

产的怀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肉质

嫩、姜丝细、品质佳、味浓郁著称。当日，

“糖化实业大姜测产观摩会”在博爱举行，

在当地生姜种植大户、蔬菜种植大户以

及糖化产品经销商等一百余人的见证

下，对金杯蔬菜专业合作社生姜种植基

地种植的生姜进行测产。测产数据显

示：使用糖化产品的地块，比未使用糖化

产品的地块，产量有显著提升。

糖化肥料产品为什么有显著增产效

果？针对种植户提出的这一问题，糖化

实业河南区域经理任庭阔介绍，糖化产

品是运用日本先进的糖化学技术研发的

类糖体肥料。类糖体是光合作用中间产

物，可以提高作物的光合速率，在修复植

物细胞、激发植物生长、突破生长障碍方

面有显著效果。

“该项技术已申请专利。”糖化实业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炳权介绍说，“目

前，公司用类糖体技术开发的系列类糖

体肥料产品已稍往全国各地，服务于多

种作物的农业生产。”

□本报记者刘彤通讯员李江武文/图

测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