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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用肥注意13个“禁忌”

沈丘县
农家肥春耕唱主角

信息播报

去年农药监督抽查
合格率为 93.2%

省农科院园艺所

为兰考种植户保驾护航

3月18日，在沈丘县周营镇黄孟营

村一处大棚生态订单西瓜基地里，种植

户王二华正忙着往地里运肥、撒肥。他

指着满地的“黑粪蛋”笑着说：“这些沤

制好的牛粪，是刚从附近一家奶牛场买

来的。农家肥肥力足、成本低，种出的

农产品绿色环保，还能增加产量。”

眼下，正值春耕时节，沈丘县周营镇

的许多农民把施用农家肥作为养地的主

角，“低碳施肥”理念逐渐融入广大农民群

众的生产中，“绿色”春耕正在悄然兴起。

今年春耕期间，该镇农技人员把宣

讲农家肥的益处当作一项工作重点，逐

步让农民群众认识到，土地长期大量使

用化肥会造成土壤板结、地力下降，导

致农作物减产；而农家肥则能够改善土

壤结构，增加土壤中有益微生物，提高

土壤肥力，提高农作物产量，改善水果、

蔬菜等农作物品质等。

连日来，该镇通过发放宣传手册、

进村入户走访、深入田间指导等方式，

引导农民少用化肥、合理施用粪肥。同

时，该镇还充分发挥“合作社+”作用，以

推广绿色标准化瓜果蔬菜种植技术为

主攻方向，利用绿色无公害标准化种

植、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为确保蔬菜

生态绿色、提高瓜果蔬菜品质、增加收

益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春时节是作物需肥、补肥的好时

机。但是，所种作物不同，施用肥料也

不同，我们应该了解一些肥料施用方面

的“禁忌”，以免造成浪费，也免得让作

物遭殃。

碳铵和尿素不能混用 开春给果

树施肥的时候，一般都会施用尿素和碳

铵，但是尿素中的酰胺态氮不能被作物

吸收，只有在土壤中腺酶的作用下，转

化为铵态氮后才能被作物吸收。而碳

铵在施入土壤后，会造成土壤溶液在短

期内呈酸性反应，加速了尿素中氮的挥

发损失。

碳铵不能和菌肥混用 有些种植户

在开春给果树追施肥料时，还会在土

壤里面追施一些菌肥，但是因为碳铵

会散发一定浓度的氨气，对菌肥中的

活性菌有一定的毒害作用，会让菌肥

失去肥效。

酸性肥料不能和碱性肥料混用 在

春季，果树一般比较缺氮素，因此种植户

会追施一定量的氮肥。但是千万不能把

酸性肥料和碱性肥料混合施用，一旦混

施，它们就会发生中和反应，从而造成氮

素损失，降低肥效。

尿素施后不能立即浇水 在给果树

施入尿素后，不能立即浇水，因为尿素施

入土壤后会转化成酰胺，立即浇水易随

水流失，当然也不能在大雨前施用。

果树忌用硝酸铵 在种植果树的过

程中，对于硝酸铵的施用一定要多加注

意，能不用就不用，如果吸收过量的话，

会造成果树中毒。

硫酸铵不能长期施用 市面上的硫

酸铵是生理酸性肥料，如果长期在同一

块土壤上施用，就会增加土壤的酸性，破

坏土壤团粒结构。如果在碱性土壤中施

用的话，硫酸铵的铵离子会被吸收，而酸

根离子残留在土壤中与钙发生反应，就

会让土壤板结变硬。

不要单施磷酸二铵作基肥 在北方

地区，大家会有用磷酸二铵作基肥或种

肥的习惯，但磷酸二铵是一种高磷、低

氮、无钾的二元复合肥，它在施用的时候

是需要和适量的氮、钾肥配合，这样效果

才会更好。

禁用未腐熟粪肥 一定要注意，千

万不能施用未腐熟的粪肥，否则可能会

引起烧根，或者是它在分解过程中产生

的氨气也会危害幼苗。特别是对于番

茄，施用未经腐熟的有机肥，特别容易引

起病毒病。

不要一次过多施用高浓度肥料 有

的种植户怕地里的作物长得不好，就想

着从肥料上面着手，加大肥料的用量。

但不论是哪一种肥料，若一次剂量过大，

就可能会让作物的根系直接受到损害，

从而影响作物长势。

忌撒施或面施磷素化肥 磷素在土

壤中的移动性很小，撒施或面施就特别

容易被土壤吸附固定，从而大大降低磷

素的肥效。

不能只用微肥 在现在的作物种

植中，大家对微量元素也越来越重视，

但是一定要注意，虽然锌、钼、硼、稀土

等微肥对作物“缺素症”有很好的效果，

但切忌“微肥当家”，避免造成作物营养

不良。

碱性肥料不能与铵态氮肥混施 因

为碱性肥料与铵态氨肥，如硫酸铵、碳

铵、氯化铵等混施，会导致氨的挥发损

失，从而降低肥效。

化肥不能与根瘤菌肥等混施 一

般来说，化肥有较强的腐蚀性、挥发性和

吸水性，如果与菌肥混合施用，会杀伤或

抵制活菌，造成肥料失效。（杨光）

●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2月

我国出口各种矿物肥料及化肥134.2万

吨，同比增长了53.4%。进口方面，2月

我国进口各种矿物及化学肥料 119 万

吨，主要以氯化钾和氮磷钾三元复合肥

为主。1~2月累计进口各种矿物及化学

肥料247.1万吨，同比增长6.0％。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2018年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共查处假劣农资案件

3878件，移送司法机关106件，捣毁制假窝

点75个，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1.25亿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

村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

做好2019年春耕化肥生产供应和价格稳

定工作的通知》，要求严肃查处价格欺诈、

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近日，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农业

农村部、海关总署等 11 个部局发布公

告，3月26日起，禁止林丹和硫丹生产、

流通、使用和进出口。林丹和硫丹曾主

要用作农用杀虫剂。（本报综合）

本报讯（记者刘彤）质量合格样品

7568个，合格率为93.2%；不合格样品

551个，不合格率为6.8%，其中检出假农

药（标明的有效成分未检出或擅自加入其

他农药成分）370个，占检测样品总数的

4.6%，占不合格样品的67.2%……近日，

农业农村部通报了去年对8119个农药样

品重点抽样检测结果。根据通报，重点抽

样检测的8119个农药样品为蔬菜、果树、

茶树、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等作物

用药，涉及29个省（区、市）和境外生产企

业的农药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检测情况呈现四个

特点：一是例行随机抽查、专项抽查的产

品合格率高于重点抽查，例行随机抽检

农药样品5926个，合格率为94.7%，专

项抽查蔬菜（含食用菌）、瓜果、茶叶、中

药材生产用农药样品1291个，合格率为

93.7%，产品重点抽查指定抽查企业的

农药样品902个，合格率为82.6%；二是

大豆、玉米、水稻用药产品质量相对较

高，大豆、玉米、水稻、小麦、果树、蔬菜、

茶树、棉花用药合格率分别是98.1%、

97.7%、95.3%、94.4%、93.1%、92.5%、

90.9%、88.5%；三是杀菌剂、除草剂产品

质量好于杀虫剂产品，检测杀虫剂4313

个，合格率为91.1%，检测杀菌剂1638

个，合格率为96.0%，检测除草剂2070

个，合格率为95.4%；四是生物农药质量

合格率仍偏低，共抽查生物农药128个

产品，质量合格70个，合格率为54.7%，

不合格产品主要是检出非法添加毒死

蜱、啶虫脒、仲丁威等农药成分，或有效

成分未检出。

从检测情况来看，质量不合格产品

存在四个主要问题（同一产品同时存在

几种情况的，重复计算）：一是标明的有

效成分未检出，标明的有效成分（或其中

一种有效成分）未检出的产品有224个，

占质量不合格产品的40.7%；二是擅自添

加其他农药成分，擅自添加其他农药成

分的有222个，占质量不合格产品的

40.3%；三是有效成分含量不符合要求，

产品中含有标明的有效成分但达不到标

准要求的有203个，占质量不合格产品的

36.8%；四是部分标称生产企业否认产品

由其生产，在抽查的产品中，有579个产

品被348家标称生产企业否认由其生产，

其中有37家标称生产企业否认产品由其

生产的次数达3次以上。

通报要求，认真核查不合格产品，一

旦发现要立即停止销售，并收回已销售

产品；追踪查处假冒产品，责令经营者停

止经营，追踪产品来源并依法立案查处；

查处违规经营单位，责令其限期整改并

加强日常监管，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其

农药经营许可证，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加强对重点企业的跟踪监管，督促

其尽快建立健全追溯管理体系，对涉嫌

生产假劣农药的严格依法查处，情节严

重的依法吊销其农药生产许可证或其农

药登记证；对灭生性除草剂和生物农药

产品开展全面检查，坚决打击擅自添加

隐性成分的违法行为。

本报讯 （记者董豪杰）“这几天气

温高了不少，基本上每天我都得来大棚

里看看。”近日，兰考县孟寨乡胡杨寨村

村民张开朗一直在自家的蜜瓜种植园里

忙碌，看温度、查湿度、观察苗子。

与当地许多种植户一样，从两年前

开始种植蜜瓜的张开朗对种植技术并不

陌生。“今年情况有点特殊，定植晚了好

几天。”张开朗介绍说，这就得加倍注意

了，这10个大棚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

源，马虎不得。

种植晚，但张开朗对今年的收成依

然很自信，这源于不久前省农科院园艺

所几位专家的技术指导。春季蜜瓜种植

的关键时期，省农科院园艺所在当地召

开了春季蜜瓜栽培管理技术培训会，张

开朗与当地近百名种植户一起学技术。

从肥水管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从苗期

到收获期，针对不同蜜瓜品种和不同种

植条件，一整套的技术指导方案让种植

户“心里有底”。即使培训间隙，农科院

的专家也会被团团围住，回答种植户生

产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一整天的培训，除了蜜瓜种植管理

技术外，张开朗也有了新收获。他采用

的种植模式是“两瓜一菜”，也就是种植

春、秋两茬蜜瓜，在冬季利用大棚再种植

一季蔬菜。“往年冬季大多种植芹菜，但听

了蔬菜专家讲课后，才明白芹菜品种多

样，可选择多，冬季可以种植的蔬菜还有

很多。”张开朗说，今年冬天要多种几种

蔬菜，争取做到降低风险、提高收益。

连日来，在泌阳县乡间，随处可见

农民在麦田里忙碌的身影，随着气温回

暖他们忙着打药、施肥。

泌阳县盘古乡栗园村 63 岁的农

民段本增种了6亩小麦。这几天，他

来到自家田块，按照农业技术员的指

导进行管理。他说：“专家提醒俺，要

抓住现在的有利时机，做好防病除草

等田间管理。”连日来，泌阳县把小麦

春管作为农业生产的重点来抓，抽调

农业专家和技术骨干，实地查看小麦

苗情及病虫草害发生情况，针对气候

特点和生产实际积极进行麦田管理。

同时，组织近百名农技人员分包各行政

村开展科技增粮行动，通过田间讲解、

开班授课、发放资料等方式，指导农民

科学春管。

目前，泌阳县广大农民因苗施策、

促控结合、分类管理，其中化学除草92

万亩、追肥105万亩、中耕40万亩，有力

地促进了苗情转化升级，为夺取今年夏

粮丰收赢得了主动、奠定了基础。

3月12日，滑县焦虎镇双沟村北

地，“飞手”陈尚飞正在娴熟地操纵着遥

控器，让植保无人机为小麦进行防病、

除草、叶面喷施肥等作业。

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应用，无人机

如今正在广泛应用于地理测绘、农林植

保等多个领域。中国小麦第一县、“豫

北粮仓”滑县农民尝到了农用无人机带

来的便捷，不少种粮大户和新型职业农

民纷纷购买使用。

焦虎镇陈庄村经营农资和农技服

务的陈尚飞，是个不折不扣的“80后”新

型职业农民。2017年秋，陈尚飞来到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农林植保、低空

飞行等新技术，并拿到了“植保无人机

操作手合格证”。2018年初，陈尚飞投

资10万元购置了农业植保无人机，去

年一年作业面积就超过1.6万亩。对习

惯传统耕作方式的农民来说，低空飞防

作业几亩地几分钟就完成了，而且喷洒

均匀、节药节水、不会损伤小麦，让现场

的村民纷纷点赞。

●例行随机抽查、专项抽查的产品合格率高于重点抽查
●大豆、玉米、水稻用药产品质量相对较高
●杀菌剂、除草剂产品质量好于杀虫剂产品
●生物农药质量合格率仍偏低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

3月13日，在汤阴县宜沟镇大青山村，该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

队的队员在服务农田灌溉用电。连日来，该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

对辖区内农用电力设施进行维修、消缺，确保农民在春耕春灌期间安

全用电、及时用电。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黄冬青 蔡云飞摄

3月12日，在灵宝市川口乡湾底村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灵宝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植保服务队在给麦田喷洒除草剂，基地女工在

给麦田松土。该育种基地通过多年试验，筛选出适宜黄滩旱地区域种植的多个小麦新品种，为我省粮食生产利用新品种提供了科学依

据。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沈诚摄

滑县
无人机飞防成潮流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毕兴世

泌阳县科学春管促丰收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李新曲生智

3月10日，在桐柏县一农资经营门店，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正在检查农资

产品。眼下正值农资购销高峰，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辖区内开展农资打假保春耕专项

行动，对农资经营门店证照是否齐全、购销台账是否健全、进货查验制度是否落实等进行

了详细检查，确保所售农资产品源头可溯、去向可追、问题可查、风险可控。杨贵成摄

桐柏县

农资打假保障春耕安全

3月 12日，在灵宝市故县镇孔家营村的千亩矮砧苹果栽

植示范基地，果农正在使用现代化打坑机挖坑，每小时可打坑

100多个，农业机械化耕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在全镇逐

步普及。邢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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