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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正阳县农民在农资商店选购花生种子。新春伊始，当地农民抢抓农时，纷

纷购买各种农资，提前为今年的春耕春种做好准备。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贺永明 摄

三月果园严防介壳虫

省农科院专家：

□本报记者董豪杰

沈丘田间来了“科技服务团”

信息播报

洛阳 播种用全还田防缠绕免耕施肥播种机 小麦长势良好

●今年以来，全省农广校系统利用远

程教育优势，广泛开展冬春科技大培训。

截至目前，共组织技术人员下乡进村培训

1014 场（次），发放科技书籍和宣传资料

26.06万册（份），培训农民8.22万人（次），

现场咨询服务4.41万人次。

●近日，农业农村部和应急管理部确

定了2018年度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市、县

和农机安全监理示范岗位标兵名单。睢县

荣获2018年度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

●今年 1 月共有34项制剂加原药产

品获得登记，登记项分别为：杀菌剂 17

项、杀虫剂9项、除草剂4项、植物生长调

节剂2项、卫生杀虫剂2项。在34项农药

产品中，有11项农药原药（母药）登记获

批。从产品类型看，11 项登记中包含除

草剂3项、杀菌剂5项、杀虫剂2项、植调

剂1项。

●近日，南通天泽化工雨天偷排2650

吨农药废液一案审结，判处南通天泽化工

罚金1400万元，并退出违法所得1325万

元；判处六名被告人一年至四年不等的有

期徒刑，并分别处罚金5万元至15万元。

（本报综合）

近日，省植保站印发了《河南省

2019年小麦中后期病虫草害防治技术

指导意见》，对小麦病虫草害防除用药

作出指导：

阔叶杂草：以播娘蒿、荠菜、婆婆

纳、牛繁缕、麦家公、猪殃殃、泽漆等阔

叶杂草为主的麦田，可选用苯磺隆＋氯

氟吡氧乙酸、20%双氟磺草胺·氟氯酯、

5.8%唑嘧磺草胺·双氟磺草胺、7.5%双

氟磺草胺·唑草酮等药剂进行防除。

禾本科杂草：以野燕麦、看麦娘等禾

本科杂草为主的麦田，可选用炔草酸、唑

啉·炔草酯、精恶唑禾草灵等药剂防除。

混生杂草：对于阔叶杂草和禾本科

杂草混生的麦田，可根据草相，选用氟唑

磺隆、啶磺草胺或苯磺隆、氯氟吡氧乙酸

和精恶唑禾草灵等按一定比例混配使用。

节节麦和蜡烛草：以节节麦、蜡烛草

等为主的麦田，可选用甲基二磺隆、甲基

二磺隆·甲基碘磺隆钠盐等药剂防除。

小麦黄花叶病：发病初期追施氮肥，

并喷施磷酸二氢钾、生长调节剂等，减轻

病害症状，恢复长势，减少产量损失。

小麦红蜘蛛：当平均 33 厘米行长

螨量达到100头（麦长腿蜘蛛）或200头

（麦圆蜘蛛）时，选用阿维菌素、哒螨酮、

甲维盐等喷雾防治，也可采取灌水时振

动麦株的方法杀死害螨。

孢囊线虫病：可采取镇压、增施氮

磷肥、浇水、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有

效措施，促进小麦健壮成长，减轻危害

损失。 (本报记者 刘彤)

介壳虫属同翅目，蚧亚目，为植食性

昆虫，以刺吸式口器终生插入植物组织内

取食，不仅大量掠夺植物汁液，破坏植物

组织，还分泌一些特殊物质，使植物局部

组织畸形。当介壳虫大量发生时，常密布

于枝叶上，介壳和分泌的蜡质等覆盖枝叶

表面，严重影响果树的呼吸和光合作用。

果树上常见的介壳虫主要有以下几种：

朝鲜球坚蜡蚧

朝鲜球坚蜡蚧又称桃球坚蚧、杏球坚

蚧，寄主有李、杏、桃、樱桃、苹果等，聚集

在寄主枝条上，终生吸取寄主汁液，受害

树生长不良，严重的枝条枯死。

一年发生一代，二龄若虫固着在枝条

上越冬。第二年3月上中旬开始活动，从

蜡堆里爬出，另找地点固着，群居在枝条

上取食，3月下旬后虫体体背变大成球

形，5月上旬开始雌虫产孵于母体下，5月

中旬为若虫孵化盛期，在寄主上爬行1～2

天，寻找适当场所，以枝条裂处和枝条基部

叶疤中为多。固定后，身体稍长大，两侧分

泌白色丝状蜡质层，覆盖虫体背面。

防治关键期是越冬的若虫脱壳开始

活动的3月中旬及若虫孵化盛期的5月中

旬，此时虫体背面无覆盖物，药剂能够发

挥更好的效果。

日本蜡蚧

日本蜡蚧主要为害枣树，以若虫和雌

成虫聚集于枝条和叶上刺吸汁液，其分泌

物能诱致煤污病的发生，影响光合作用，

严重时，造成树势衰弱，芽叶萎缩，产量和

品质下降。

一年发生一代，以受精雌成虫密集

在1～2年生的小枝上越冬，枣树发芽时，

开始取食为害，虫体迅速膨大，6月中旬为

产卵盛期，卵产于母体介壳下，7月上旬为

若虫出壳盛期，出壳若虫在枣叶正面和嫩

枝上固定为害，并分泌蜡质形成介壳。

防治关键期是雌成虫产卵前，即5月

下旬和若虫出壳盛期的7月上旬。

康氏粉蚧

康氏粉蚧又称梨粉蚧、李粉蚧，为害

梨、桃、苹果、葡萄等，以成虫和若虫刺吸

寄主植物的幼芽、嫩枝、叶片、果实和根部

的汁液。嫩枝被害后，常肿胀，树皮纵裂

而枯死，前期被害呈畸形。

一年发生三代，以卵在被害树干、枝

条粗皮缝隙的土块中越冬。第二年梨树

发芽时，越冬卵孵化为若虫，食害寄主植

物幼嫩部分。第一代若虫盛期5月中下

旬，第二代7月中下旬，第三代8月中旬，

雌成虫常爬到枝干粗皮裂缝或果实的萼

洼、梗洼等处产卵，有的将卵产在土中，有

的产在雌虫分泌的蜡质所形成的卵囊内。

防治关键期为越冬卵孵化期梨树发

芽时及各代若虫发生盛期，即5月中下

旬、7月中下旬和8月下旬。（朱广凯）

“冬前没有进行化学除草的麦田，

应在2月下旬至3月初进行化学除草，

每亩用5.8%麦喜悬浮剂20毫升+炔草

酯30毫升兑水30公斤均匀喷雾，可有

效防治荠荠菜、小藜、播娘蒿、燕麦和看

麦娘。”近日，在沈丘县留福镇万亩小麦

连片种植基地，由该镇农业技术指导中

心组织的“科技服务团”深入麦田，为农

民群众麦田管理“开配方”。

这是沈丘县落实“节后忙收心、科技

服务不打烊”的一个缩影。

在沈丘县田野青养生农业合作社，

由河南农业职业学院6人组成的“科技

服务团”，详细了解娃娃菜、上海青目前

的产量、销售与储藏情况。针对目前的

防冻、种植技术等要领，“科技服务团”提

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案。在宏伟养殖专业

合作社、金丝猴集团奶牛养殖场，“科技

服务团”深入养殖基地、麦田、梨树园进

行现场技术指导，分析解决现存问题，提

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在该县刘湾镇朱李庄村黄金梨种植基

地，“科技服务团”开出修剪、施肥等管理套

餐。并实地考察了刘湾镇朱李庄村农业生

产情况，召开扶贫专项培训会，为村里100

多名村民展开了别开生面的讲座培训。同

时，还发放了《肉牛生产实用技术手册》《养

羊生产实用技术手册》《如何种好小麦夺取

小麦高产技术手册》等技术培训手册300

多本，受到当地农户一致好评。

据悉，为巩固脱贫成果，夺取今年

的农业大丰收，该县由县乡农业专

家、技术骨干组成的20多个“科技服

务团”，会同省市“科技服务团”，深入

田间地头，指导农业生产，助力于乡村

振兴。（夏先清王向灵）

本报讯 （记者刘彤 通讯员杨凡）

日前，省人民政府公布《关于2018年

度河南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由省

农科院园艺研究所作为第一完成单

位、河南庆发种业有限公司为主要完

成单位的“无刺水果型黄瓜‘绿翠’系

列杂交种的选育与应用”项目，荣获河

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由省人民

政府设立，主要奖励在技术发明、技术

开发、重大工程建设、科学技术成果推

广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社会公益、软

科学研究中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

会效益的科技项目。

“‘绿翠’是由项目第一完成人、省

农科院研究员史宣杰选育的无刺水果

型黄瓜品种，果实以清香味浓、肉质细

腻、口感脆甜、整齐度高等特点深受消

费者喜爱。”项目主要完成人、河南庆发

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毓新介绍，“种

植户普遍反映，‘绿翠’系列品种长势

旺、结果多、着色匀、品质佳，收购价高、

容易出售。”

据介绍，“绿翠”系列品种适宜河

南、山东、湖北地区早春温室大棚、秋延

大棚及越冬温室栽培。适宜的生长温

度为白天 25℃～30℃，夜晚 13℃～

15℃，要求昼夜温差10℃左右。根据品

种特点和保护地的保温条件，春茬1～2

月份育苗，2～3月份定植，3～7月份采

收；秋冬茬一般8～9月份育苗，9～10

月份定植，10月份至翌年2月份采收。

本报讯 （记者肖列）2月22日，强

筋小麦伟隆169推广联盟成立大会暨

2019年市场启动会在新乡举行。会议

由新乡市金苑邦达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主办，陕西杨凌伟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华皖种业有限公司协办，多位农业

专家与来自面粉企业、粮贸企业、经销企

业、种植合作社的代表300余人参会。

会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伟隆

169育种人王辉，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

小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种子

管理站副站长周继泽，陕西杨凌伟隆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永林，新乡市

金苑邦达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潘

科峰分别就“我国优质小麦选育及发展

现状”“伟隆169的选育历程、品种特性

及栽培技术要点”“河南省优质小麦的发

展情况”“伟隆169在陕西省的产业化进

展及运作经验”等话题发言。

签约仪式上，新乡市金苑邦达富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与陕西杨凌伟隆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安徽华皖种业有限公司签

约成立推广联盟。联盟负责人表示，联

盟将通过主粮作物品种的研发和筛选平

台、品种的技术及配套产品推广平台、主

粮作物订单化生产的信息与服务平台等

三个平台，推进伟隆169种子产销一体

化和伟隆169种粮一体化。

防除病虫草害
应该咋用药

强筋小麦“伟隆169”推广联盟成立

水果型黄瓜“绿翠”选育与应用项目
荣获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立春”过，“雨水”至，气温逐
渐回暖，我省小麦将自南而北陆
续进入返青拔节期，也是春季麦
田管理的关键阶段。

去年麦播以来总体气象条件
较好，冬前及越冬大部地区气温
和墒情较为适宜，小麦苗情是近
几年较好的年份。目前，全省麦
田一、二类苗超过85%，与常年
相比，呈现一、二类苗增多，三类
苗减少的态势。

根据今年气候和田间生产实
际，省农科院专家提出，今年我省
小麦春季管理应因苗施策、促控
结合，分类管理、科学调控，以控
旺促弱转壮、构建合理群体结构
为核心，促进苗情转化升级，搭好
丰产架子，为夺取今年小麦丰收
奠定坚实基础。

一年之计在于春 小麦春管正当时

看天看麦管肥水，晚播弱苗麦田以

“早”“促”为主，在返青期5厘米地温稳

定在3℃以上时进行趁墒追肥或浇水追

肥，苗情正常或偏旺的麦田以“控”“稳”

为主，可推迟至拔节初期浇水追肥。

及时进行化学除草和病虫害预防。

冬前未进行化学除草的，当日均气温稳

定在5℃以上时即可进行。同时，要注

意抓住关键时期对小麦锈病和纹枯病进

行防治。

结合天气变化和土壤墒情测墒补

灌。土壤墒情较好可将返青水推迟至拔

节期再浇；部分缺墒地块可及时浇返青

水，灌水量每亩30～50立方米。

三类弱苗麦田以“促”为主，追肥提

前至返青期5厘米地温稳定在3℃以上

时进行，每亩追施尿素10～15公斤。

一、二类壮苗麦田春季灌水追肥可在拔

节期进行，地力水平一般的田块结合浇水每

亩施尿素15公斤左右；地力水平较高的田块

结合浇水每亩追施尿素10公斤左右。

有旺长趋势的麦田以“控”为主，肥

水管理可推迟到拔节中后期，结合浇水

每亩追施尿素10～15公斤。

豫南稻茬麦田应注意及时清沟理

墒，防止渍害发生。

冬前没有进行化学除草的要尽早进

行，应在小麦拔节前进行，选择日均气温

稳定在5℃以上的天气上午10点至下午

4点进行；要均匀喷雾，不能重喷或漏喷。

实时监测病虫发生趋势，及时进行

病虫防治。要注意对条锈病进行密切监

控，发生地块及时喷洒三唑酮、丙环唑和

戊唑醇等杀菌剂，压低早春菌源，减轻或

推迟条锈病春季流行期；纹枯病和茎基

腐病等发生较重的田块，在病株率达

15%时选用烯唑醇、戊唑醇、丙环唑、申

嗪霉素等药剂，喷淋麦株茎基部。

小麦春季管理采取抗冻减灾为主

的春季防灾技术，要密切关注天气预

报，在寒流来临前，及时进行浇水，预防

晚霜冻害发生。一旦发生冻害，也要及

时采取浇水、追肥等补救措施，促进受

冻小麦尽快恢复生长，将冻害损失降到

最低程度。

小麦春管中要特别注意纹枯病防

治，同时及早采取措施，减少中后期茎基

腐病、赤霉病的发生风险，降低病虫害对

小麦品质的不利影响，确保品质达标，实

现优质小麦高产优质高效生产。

看天下地，因地制宜，做好早春麦田管理

因苗施策，分类管理，构建合理群体结构

预防为主，突出时效，抓好病虫草害防治

抗冻减灾，提质增效，确保优质小麦生产

2月24日，在内乡县灌涨镇的扶贫蔬菜产业园里，一名女工正在管护番茄苗。近年

来，该县有针对性地招引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落户，给广大农民提供就业岗位，让他们在

家门口鼓起了钱袋子。樊迪 摄

2月25日，杞县城郊乡动员群众

做好春季小麦管理，并组织民兵深入田

间地头进行帮扶。刘银忠 摄

2月25日，在洛阳市洛龙区白马寺镇枣园村一处麦田里，洛阳市鑫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淑玲（前排左二）与技术人员，在

查看使用该公司生产的全还田防缠绕免耕施肥播种机种植的小麦返青期的表现。经检测，采用这种机械播种的小麦深浅一致、无缺

苗断垄现象，小麦茎秆粗壮，根系发达，分蘖率达8~10头，有力地促进了小麦的增产、农民的增收。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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