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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两棚葡萄8亩地，一年赚了30万元

葡萄熟了，忙坏果农！近日，宁陵县

阳驿乡鲁楼村的葡萄开始收获了。温棚

葡萄上市早、价格高，是当地葡萄种植户

的首选。“村头就建有市场，拉到那儿就卖

了，现在价格不错。”村民说。

省农科院园艺所葡萄专家吕中伟介绍

说，当地葡萄以温棚种植为主，在这个时间

上市，既避开了南方尤其是云南等地葡萄的

上市时间，又早于北方葡萄集中上市时间，

因而售价较高，目前每斤价格在10元左右。

鲁楼村的葡萄大棚集中连片，种植历

史悠久，村里不缺“老把式”，但要说谁种

得最好，大家总会说“红林最会种”“一年

挣30多万元哩”“年轻人能干呐”。

村民说的是种植户单红林，80后的

他种有两个温棚共8亩葡萄，从外边看，

他的大棚与村民并没有差别，进棚后却

“别有洞天”。单红林的大棚里，葡萄叶片

浓绿，长势均匀整齐。他扯下套在葡萄上

的袋子介绍说，果粒大小匀称、着色也非

常好，肯定能卖上好价钱。

理念技术双升级，破解肥药“恶性循环”

谈及大棚里应用的新技术，单红林滔

滔不绝，上面有棚膜、底下有地膜、中间果套

袋，杂草不打药用除草布，定量“喂食儿”用

配方肥，水肥一体化，省工省时。“多亏省农

科院专家带来的新技术，省劲儿省钱不说，

解决大问题，收入也更高了。”单红林说。

与当地其他种植户一样，单红林也曾

在葡萄种植的误区里苦苦挣扎。“要想产量

高，不就得肥料管够吗。”在高产的诱惑下，

许多种植户大量施用化肥，带来土壤酸化、

板结等问题外，产量也开始下降。随后，葡

萄种植开始陷入“长势不好—大量施肥—

土壤变差—大量施肥”的恶性循环中。

成本提高了，产量却下降了，更关键

的是，产品质量降低，卖不上好价钱。吕中

伟介绍说，这种情况在宁陵并不是特例，据

他调查，就葡萄种植而言，有些种植户每亩

能施300斤至600斤化肥，过量使用不仅

破坏土壤，也影响葡萄的健康，导致产量质

量下降。

吕中伟与省农科院、商丘市农科院、

宁陵县园艺站的葡萄专家和土肥专家为

当地种植户带来了解决办法——以平衡

施肥为主的“双减少”技术。根据葡萄生

长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设计不同的施肥

方案，改变肥料类型、施用量和施用方式，

每亩施肥量降低至170斤左右，减少三分

之二的无效施肥，同时用药量大大减少。

科学种地成“明星”，年轻人变成老师傅

专家带来的技术和理念在单红林的

葡萄大棚里迅速转化成生产力，效益大大

提高，他也成为当地的明星种植户。

当日，单红林也向前来观摩学习的种

植户传授“科技经”：要根据生长需要科学

用肥，做到缺啥补啥，秋季施用有机肥，改

善土壤；在春季葡萄生长时节，萌芽期不

用肥料，采用生根剂，促进根系生长，前期

采用高氮肥，中期采用中钾肥，后期则采用

高钾肥。“科学施肥，既能降低成本提高产

量，还能提高产品质量，好东西才能卖高

价。”单红林说。

吕中伟介绍说，科学种植需要种植户

改变传统以产量“定输赢”的理念，更新品

种，采用适合市场和消费者的新品种，同

时采用更先进的种植模式，采用多种技术

集成，从而达到高品质、高价值、高效益。

初夏时节，走进漯河市舞阳县马村

乡，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连片的

蔬菜大棚。大棚内一片翠绿，农民忙着采

收，脸上洋溢着幸福。

“我们任桥村曾经是个后进村，前几

年村集体经济几乎是零。近年来，马村乡

政府通过挖掘农业潜力，实现土地返租倒

包、发展蔬菜大棚等高效特色产业，促进村

民增收致富，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2018

年，任桥村集体经济可用收入达30多万

元，结束了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的历史。”

舞阳县马村乡任桥村党支部书记辛少平告

诉记者。这一成绩，得益于漯河市舞阳县

马村乡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成果。

自去年以来，漯河市舞阳县马村乡以

资金、资产、资源有效利用为抓手，立足当

地实际，突出谋划，创新机制，强力推动村

级集体经济大发展，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下坚实的基础。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产业是关键。据

马村乡负责人介绍，2018年，该乡经过多

方考察论证，选准大棚蔬菜种植作为产业

发展和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引入专业化种

植经营管理团队，成立种植合作社。该乡

投入资金90万元，引导各行政村出资，集

中流转土地1200亩，以反租倒包形式入股

合作社，建立产业示范园，集中统一经营，

每亩土地每年净收入租金800元，今年计

划扩大到3000亩。同时，在“抱团”发展的

基础上，又整合项目资金实行“抱拳”发展，

乡政府统筹整合10个贫困村的村集体经

济扶持资金和8个贫困村的县派第一书记

资金，共计270万元，在园区新建标准化蔬

菜大棚96座，使资金形成物化资产，通过

折股量化明确产权后出租给合作社，每座

大棚每年租金4000元，项目运营期15年。

据悉，2018年以前，马村乡29个行

政村中只有7个村有集体经济收入，共计

60多万元，其余22个村几乎没有村集体

经济收入，日常运转捉襟见肘，公共服务难

以维持。与此同时，农村的大量闲置资产

由于长期缺乏管理，造成了无端浪费或低

价处理等不同程度的流失。为了充分发掘

资产变现能力，该乡积极开展土地综合整

治，将村内宅基地上的荒宅、荒院、荒片收

归集体进行复耕，用于置换建设用地指标，

经验收合格后每亩土地给予2000元奖

励。去年，全乡共整治土地480亩，实现

“政府得土地、集体得实惠、城乡得发展”。

据悉，2018年，马村乡与山东寿光一

家公司合作，在湾王村、马南村大力发展

蔬菜大棚种植，合作社按公司的“订单”生

产，公司负责种植技术的推广、“订单”产

品回收及销售、品牌打造，为合作社提供全

方位服务和技术指导，并承担市场风险因

素。目前，在蔬菜大棚基地务工的固定贫

困劳动力达20余人，长期务工的贫困户就

有100余人。种植合作社重点吸纳贫困户

劳动力就业，每人每月工资在1500元左

右，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通过“政府+合

作社+村集体+贫困户”模式，形成一级带

一级，共享发展成果的良好态势。

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马村乡实现

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全覆盖，其中打造年收

入30万元以上的村3个，10万元以上的

村5个，其余各村年收入也在5万元左右，

实现了大跨步发展。

“下一步，马村乡将继续围绕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这一主线，不断壮大新型

村级集体经济，进一步拓宽农民财产性收

入来源，有效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向着乡

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坚实迈进。”谈及今后

的发展，马村乡党委书记王二星满怀信心

地说。

5月23日，先正达公司在正阳县举行了防

治小麦赤霉病的新产品“麦甜”防治效果观摩

会，来自河南区域的经销商、零售商代表120余

人参会。观摩会上，参会代表纷纷表示，赤霉病

是小麦的首要病害，严重影响小麦的产量与品

质，看到“麦甜”防治赤霉病的卓越表现，就看到

小麦高产优质的希望。据悉，“麦甜”是先正达

即将推出的杀菌剂新产品。本报记者肖列摄

5月23日，在济源市梨林镇“老刘修配中心”，技工在维修小麦收获机。随着麦收日益临近，这家修配中心也变得更加忙碌，截至

目前，该修配中心已检修拖拉机、小麦收获机100余台。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5月20日，

在中牟县韩寺镇大洪村的公路上，村民

校林成正在售卖刚采摘的西瓜，“我这

是小瓜，城里人喜欢这样的，好卖。”

“中牟西瓜”是郑州市知名农产品，

年均种植面积在6万亩左右，但大中果

形西瓜占70%左右，成熟期集中、缺少

适合都市观光采摘的新优品种，特别是

近年来流行的小果形西瓜。

更新品种、改变传统种植技术，提质

增效迫在眉睫。大洪村的老瓜农王银山

首先“吃上了螃蟹”，在中国农科院郑州

果树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下，他开始种植

小果形西瓜新品种。

今年，在中牟县韩寺镇大洪村，郑

州果树研究所示范种植了23个优质中

小果形西瓜品种。该项目负责人孙德

玺介绍说，筛选出的品种中心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均超过12%，最高可达15%，

且实现了果形、皮色、瓤色、功能的多样

性，完全满足都市农业发展需求。

同时，为了达到“优质、安全、简约、

多样、高效”的目的，专家还集成品种、

种子处理、化肥替代、绿色防控等多项

关键技术，构建了化肥减施、农药减施

和高效栽培3大技术体系，亩均增效

6000元以上，实现西瓜生产、生态可持

续和绿色模式可复制、可推广。

本报讯（记者肖列）5月22日，由濮

阳市利万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利万家农业）主办、濮阳国家粮食储备库

支持的利万家农业第五届优质小麦订单

现场观摩暨交流会在滑县举行。来自濮

阳、新乡、鹤壁、开封等地的种子经销商、

种粮大户100多人参会。

观摩会上，与会代表对利万家农业种

植基地内的藁优5766、航麦247优质强

筋小麦品种表现出的高产、丰产、抗逆、抗

寒等优势给予高度评价。

据了解，利万家农业是一家专业从事优

质小麦订单生产的企业，该公司自成立以来，

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的模式，实施优质

小麦种植、管理、收储一站式服务，确保产品

品质统一、稳定。近年来，濮阳利万家农业通

过半托管模式，累计订单生产优质专用小麦

20万余亩，为农民增加收益逾3000万元。

本报讯（记者肖列）5月25日，由省

农业农村厅、河南农业大学等有关单位专

家组成的专家组，对漯河市郾城区新店镇

尧河庙村伟隆169示范田进行测产验收，

现场实测亩产达748.4公斤。

河南农业大学王晨阳研究员、省种子

管理站周继泽研究员等专家出席测产

会。根据测产方案，专家组随机抽取6个

样点进行测产，测产结果为：理论产量

880.5公斤/亩，再乘以折产系数85%，折

合产量为748.4公斤/亩。

据了解，伟隆169由著名小麦育种

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王辉指导选

育。新乡市金苑邦达富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独家享有伟隆169在河南省范围的生

产、经营、维权等特别授权。伟隆169在

河南各地示范种植中，以高产、强筋、多

抗、广适的表现受到种植户、粮食贸易商

和面粉企业的欢迎。

本报讯（记者黄华）5月21日，河南

日报农村版记者从驻马店市农资打假联

席会议办公室获悉，该市在今年的春季

农资市场综合整治活动中，共立案521

起，已办结266起，在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同时，有力维护了

农民的合法权益。

早在今年2月底，驻马店市农资打假联

席会议办公室就制订并下发了《驻马店市

2019年春季农资市场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抽调农业农村、工商、公安、质检等部门

精干人员联合执法、协同作战，对全市涉及

农资生产经营领域的重点产品、重点区域、

重点品种和重点单位进行整治，集中清查农

资生产经营主体，全面规范农资商品经营档

案、严格农资商品标签标识审查，加大农资

商品质量抽查力度，严肃查处违法案件。

4月1日，该市农资打假联席会议办

公室接到举报称，汝南县张志中农资门

市部经营的三个种类的化肥有问题，该

农资打假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市农业

局副局长马建立即带领市农业农村局农

业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赶到汝南，组

织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执法人员，对该门市部存放的99吨涉及

两个品牌的肥料进行检查和抽检。

“这99吨肥料，分别是标称为湖北金

正大肥业有限公司2019年3月6日生产

的澳洲丰复合肥和澳洲丰缓释三铵复合

肥各32吨，标称为湖北施特尔化工有限

公司2019年3月1日生产的施特尔双螯

合复合肥35吨。”汝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

大队副大队长姚敬说，“经现场检查和抽

检发现其中32吨澳洲丰复合肥因包装标

识有误导农民消费的行为决定对经营者

处以罚款1万元的处罚；对抽检检验因氯

离子超标不合格的32吨澳洲丰缓释三铵

复合肥和检验9项指标其中8项不合格

的35吨施特尔双螯合复合肥移交有关部

门依法查扣并作进一步处理。”

驻马店市农资打假联席会议办公室

主任马建表示，长期以来，驻马店市对坑

农害农，损害国家粮食安全的不法行为

一直保持高压态势，对于此次农资市场

综合整治活动中查处的违规违法现象和

行为将督促各联席成员单位根据各单位

职能进行严肃处理，确保这次农资市场

综合整治活动的扎实有效。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近日，随着

葡萄采收期的临近，许多葡萄种植户担

心价格上不去、卖不出，镇平县高丘镇

孙湾村龙园葡萄庄园的负责人张震却

对销路信心满满。

秘诀在于打时间差。镇平县农技

中心主任杨丙俭介绍说，近几年镇平县

葡萄采摘园发展较快，数量和规模都有

所增加，这也导致了竞争激烈、低价销

售，种植户收益普遍不高。而张震的葡

萄园在镇平县农技中心的帮扶下，采用

大棚种植、覆盖地膜、增温控湿等方法，

使葡萄错峰上市，“从6月中旬到9月上

旬，一直有不同品种的鲜果卖，价钱最高

时能达到每斤25元。”

据介绍，张震种植的品种都是根据

市场规律和消费者需求特点筛选的优

质品种，再根据每个品种特征特性，确

定种植密度、树形结构、修剪技术等栽

培管理措施，落实标准化栽培，使产品

品质优、产量高。

如今，用农业科技“改造”葡萄园，实

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亩效益稳定

在两万元以上，不仅满足了周边消费休

闲、采摘需求，同时也使附近闲散劳力可

以在家门口打工挣钱，增加收入。

本报讯 （记者 黄华 通讯员张红
卫）“在梨树下种西瓜和红薯，既可防止

杂草滋生，又可通过茎秆还田增加土壤

有机质，还能增加一项收入，一举三

得。”5月22日，在汝南县板店乡板店村

绿丰家庭农场，工人或忙着给梨树幼果

套袋，或忙着整理梨树下的西瓜秧，农

场负责人李伟则一边指导技术一边高

兴地向记者介绍。

据李伟介绍，三年前，他种植了300

亩改良黄金梨。该品种果实核小、糖度

高、肉质好，市场销路广，种植三年即可

结果。为了提高幼龄果园效益，他选择

在梨树下套种西瓜、红薯各150亩，收入

60多万元，除去土地租金和投资及人工

费用外还有盈余。

“明年梨树将进入盛果期，预计亩产

可达4000斤左右，按每斤3元计算，亩

收入就是1万多元。光梨树一项，收入

就可达两三百万元。”李伟介绍说，“不

过梨园开支也大，仅人工一项每年就要

支出近百万元，施肥、剪枝、打药、除草

都要用工，最多时一天用工就达百人，

平时在我们这里务工的贫困户就有20

多人。”

近年来，板店乡有许多果农像李

伟一样，利用幼龄果园空闲地套种生

育期短、产量高、效益好的作物，实现

了丰歉互补、以地养地、瓜果薯多收的

“双赢”效果。

各辟蹊径助产增收

西瓜变“小”了 收益提高了
中牟县大洪村

科技当“武器”葡萄卖高价
镇平县孙湾村

梨园套种西瓜 一园双丰收
汝南县板店村

驻马店农资打假效果显著

汝南县一个农资门市部查获问题肥料近百吨

肥药用量降下来 产量品质提上去

葡萄“老区”的双减经
从庭院种植、农场种植到一家一户经营，宁陵县的葡萄种植历史悠久。早在

1993年，宁陵县开始发展葡萄温棚种植，用现代化的种植模式促进产业发展。
2009年至今，通过引进优质品种、推广新技术等措施，宁陵县温棚葡萄种植面

积发展至1.2万亩，年产葡萄3000万公斤。
10余年来，产量收入的双双增长，却带来很大的隐患，化肥、农药长期过量使用

副作用显现。减肥减药、提质增效迫在眉睫，5月17日，省农科院园艺所在宁陵县
召开温棚葡萄减肥减药增效技术示范观摩会，将技术带到田间地头。

本报记者董豪杰

核心提示

本报记者孙玮通讯员彭亚奇

利万家农业
举行优质小麦订单观摩会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李
娟贠星辰）近日，记者走进卫辉市唐庄

镇南社村，一眼望去，田地里的蔬菜郁

郁葱葱、长势喜人，村民们在田地里忙

着收获，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正忙着打包的村民名叫赵来喜，他

今年承包了二百多亩耕地，全部用来种

植蔬菜，每亩地的纯收入预计可达八九

千元，效益十分可观。赵来喜不光自己

致了富，他还安排了该村和周边村庄的

几十名村民在菜地里干活，让贫困群众

也有收益。

在南社村，和赵来喜一样的蔬菜种植

大户还有很多。为何南社村村民都选择

种植蔬菜，而且蔬菜长势好、价格高呢？

几年前，南社村是一盘散沙，干群

关系紧张，村民较为贫困。赵春生任村

党支部书记后，在抓班子带队伍的同

时，决定在村里重点发展蔬菜种植业。

为此，他多方协调，完善了村里的水、

电、道路，并在村头修建了技术含量较

高的蔬菜预冷保鲜设施，建立了交易市

场，村民种植的蔬菜不出地头就能变

现。如今，该村3000多亩土地全部种

上了蔬菜，村民们还在周边四五个乡镇

流转土地1万余亩。

“旅游合作社已经成立了，下一步

将重点发展旅游观光农业，让大家幸福

指数更高点，让城市人到农村来，体验

田园生活。”赵春生告诉记者。

规模种植蔬菜 群众脱贫致富
卫辉市南社村

强筋小麦伟隆169
实测亩产达748.4公斤

漯河市舞阳县马村乡

发展蔬菜大棚产业 推动集体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