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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农机购置补贴监管加强

全省化肥减量增效技术
培训班开班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围绕机械化瓶颈找突破

“三夏”麦收忙 国元送清凉

位于长葛市石象镇的长葛现代农业

产业示范区内，豫粮集团长葛基地内的

小麦已经收获，夏播即将全面展开，而今

年，得益于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带来的

新型机械和新技术，小麦秸秆带来的播

种“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

观摩现场，一台秸秆捡拾打捆机快速

前进，覆盖在田间的小麦秸秆被“吞”进

机器，而吐出的，则是整理的圆形秸秆

捆，配合运输车辆，这些秸秆将会运至养

殖企业做饲料使用。机械作业过后，根

茬低，地表干净，为种子播种“腾地儿”。

随后进行的播种环节上，小麦秸秆和

根茬的处理也是重点，来自洛阳市鑫乐

机械设备公司的全还田防缠绕免耕施肥

玉米精密播种机，将秸秆处理、播种、施

肥等多道程序一次完成。

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

农业大学副教授张红梅介绍说，该播种

机械又被称为“探墒播种”，因装有圆盘

锯齿开沟器，可实现对种植苗带处秸秆

的根茎铡切、分离，同时实现开沟碎土，

种子直接进入干净的土壤内，不受秸秆

影响，作物出苗质量更高。

观摩现场，装配自动导航系统的拖拉

机悬挂精密播种机进行导航避茬播种，避

茬率高达92%，良好的直线性保证出苗整

齐，自动导航则让无人播种成为可能。

张红梅介绍说，现场展示的机械，是

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河南农业大学机

电学院与企业共同攻关研发的成果，瞄

准玉米播种存在的多种问题，旨在解决

玉米生产实际中的难题。

小麦玉米轮作中，小麦秸秆量大，根茬障碍易导致玉米机械播种质量差、出苗不齐等问题

又是一年“三夏”，随着
全省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
获，夏播全面展开。“铁牛”轰
鸣，机械化让小麦收获早已
不是“麻烦事儿”，而对于玉
米等秋作物来说，机播率、机
播质量仍然是农作物全程机
械化的短板，制约着现代农
业产业的发展。

为加快推进我省玉米全
程机械化生产关键装备技术
推广应用，6 月 8 日，由省玉
米产业技术体系主办、河南
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承办
的玉米机械化精密播种技术
观摩会在长葛市召开。省玉
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试验站站长，体系专家对接
的区域站负责人，体系试验
站对接的新型经营主体和种
植大户代表、企业代表，各课
题负责人及骨干人员等近一
百人参会。

现代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给

农业企业带来新挑战，如何提高效率、降

低成本？豫粮集团长葛基地相关负责人

白建国深有体会，企业流转1.5万亩耕地

开展粮食种植，迫切需要机械化解决作

业难题。提到新型机械在提高效率和降

低成本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白建国介绍

说，机械化免耕播种与高效栽培技术相

结合，能为企业带来巨大收益。

在小麦玉米轮作的种植模式下，小麦

秸秆是玉米播种的难题之一，秸秆处理机

械装备是突破口。临颍县颍机机械制造公

司带来的秸秆捡拾打捆机，让参观者眼前

一亮。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该机械由公司

研发团队自主研发，相较国外同类机械超

过40万元的价格，该机械价格仅为18万

元，解决了我国秸秆收获生产中的实际问

题，可供规模化企业、农机合作社等使用。

秸秆能处理、播种精密化，机械化为

企业发展带来新动力，白建国现场与机

械企业沟通，展开合作，共促发展。

在当天举行的玉米播种机械化研讨

会上，玉米体系岗位专家和试验站站长

先后发言，专家围绕玉米产业发展的机

械化难题，协同解决小麦玉米轮作生产

中播种质量差、出苗不整齐甚至缺苗断

垄、肥料利用率低等问题。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机械化岗位

科学家、河南农业大学教授王万章介绍

说，就我省玉米播种机械化生产而言，目

前70%左右的是小型拖拉机配套的三

行、两行玉米播种机，机械化装备技术水

平较低，玉米播种质量不高，小麦秸秆根

茬处理是难题。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刘天

学认为，小麦秸秆量大，根茬障碍是妨碍

玉米播种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我省玉

米播种期易遭遇干旱天气，土壤紧实，也

加大了播种难度。

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农

科院研究员唐保军则认为，种好玉米，播

种是关键。农机农艺融合对玉米产业发

展至关重要，机械化的引领作用，处于重

要地位。

玉米产业机械化未来如何发展？长

葛市农机局局长魏宝杰介绍说，从目前

来看，长葛市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实

现了全程机械化，其中玉米机播率、机收

率分别达到了93%、98%，玉米秸秆还田

率达到了98%，但玉米播种技术是玉米

种植全程机械化的最重要环节之一，与

传统技术相比，玉米精播技术效率更高、

效果更好，应进一步加大推广力度，下一

步，长葛市将打造农机合作联合社，瞄准

机械化，补短板、提质量，加快培育农业

机械化新动能。

机械化补玉米种植短板，而产业发展

则需要多方协力。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专家、河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玲介绍

说，省玉米体系专家应与政府管理部门、

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围绕制约玉米产业

发展的瓶颈问题，强化玉米产业链协同攻

关，同时加强新装备、新技术的示范带动

作用，为玉米产业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今年3月以来，农业农村部、财政

部先后印发《关于做好 2019 年农业

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监管强化纪律约束的通知》《关于进

一步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投档与

核验等工作的通知》等三个文件，旨

在加强和改进农机购置补贴监管与

服务工作。

日前，农业农村部农机化司有关负

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加强管

理防范经销商和内部不法人员虚开发

票、虚购报补等方式骗套补贴的行为，

对于违规行为明确实行顶格处罚、联查

联处，真正让失信违规企业“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

本报讯（记者肖列 通讯员宋奎）

“感谢国元保险驻马店中心支公司和西

平县营业部的工作人员，他们在炎炎夏

日给我们送来了矿泉水、方便面等物

品，还带来了农房保险、火灾保险等知

识，悉心向群众讲解防火的重要性，将防

火意识‘植入’了百姓心底。”6月2日，在

西平县谭店乡桂白村麦田防火点，该村

村委会相关负责人高兴地对记者说道。

眼下正值“三夏”大忙，为了支持乡镇

搞好麦田防火工作，助力“三夏”安全生

产，国元保险驻马店中心支公司及其下辖

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周末时间下乡入

村，慰问工作在麦田防火一线的工作人

员，为他们送去了矿泉水、方便面等物品。

截至目前，国元保险驻马店中心支

公司及其下辖机构，已累计开展了10多

场防火知识宣传和农业保险知识讲解活

动，受到了现场 2000余人次群众的好

评。国元保险河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一如既往地秉承“客户至上、以人为

本、规范运作、优质高效”的经营理念，不

断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6月5日，正阳县天润农业园的麒麟西瓜熟了，种植能手鲍泽永和妻子正在为商户摘瓜、装车。1000多斤的订单，让夫妻俩忙得不亦

乐乎。据鲍泽永介绍，他种植的100多亩大棚麒麟西瓜个大皮薄、汁多味美，前来采购的客商络绎不绝。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珺摄

本报讯（记者刘彤）近日，由省土

壤肥料站主办的2019年化肥减量增

效技术培训班在郑州开班。来自全省

各县（市、区、场）土肥站（农技中心）主

要负责人和农技专家等140余人参加

培训，省土壤肥料站站长刘灿华出席

开班式。

农业农村部科学施肥指导专家组

成员、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叶优良，省土

壤肥料站肥料科科长、研究员孙笑梅

等专家，通过理论讲授、案例分析、经

验分享等形式，向学员讲解了我国农

业面临的土肥问题、减肥增效发展趋

势、减肥增效技术途径、减量增效的案

例等内容，旨在充分利用测土配方施

肥数据成果，做好2019年全省化肥减

量增效工作。叶优良教授和孙笑梅研

究员认为，减肥增效的途径在于科学

施肥，即根据农作物需肥规律和土壤

供肥能力，在正确的施肥时间，把握正

确的肥料用量，使用正确的施肥方法，

施入正确的肥料产品。

刘灿华在开班式上指出，在人民群

众需求提升、资源要素绷得很紧、生态

环境承载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靠拼

资源、拼投入的方式来求农产品增长的

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坚持绿色引

领，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肥料利用效率，

减少化肥投入，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

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刘灿华提出，要科学看待化肥施

用现状、准确把握发展新要求、突出

减肥增效工作重点，他要求全省各级

土壤肥料技术推广部门抓住重点农

作物、依托测土配方施肥数据，围绕

“精、调、改、替”，做好优化施肥结构、

转变施肥方式、防控土壤酸化、实施

有机肥替减等方面的工作，为我省现

代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加油助力、增

光添彩。

□本报记者 董豪杰

核心提示

“老大难”问题遇上新技术

机械化让企业获红利

多方协力为产业增添新动能

近日，第二十四届全国新型肥料技

术交流年会传出消息称，预计到“十四

五”末，我国新型增值肥料年产量将达

到5000万吨，每年促进粮食增产200亿

公斤，新型肥料将在我国形成新常态、

新业态，为化肥减施增效、绿色增产作

出重要贡献。

中国化工学会化肥专业委员会秘书

长刘虹在会上表示，目前以缓控释肥、

脲酶硝化抑制类氮肥、脲醛类肥料、功

能性微生物肥等为代表的增值肥料新

产品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微量元素

肥料、海藻肥复合肥、锌腐酸增值肥、新

一代液体缓释氮肥，以及用于增值肥料

的相关天然生物刺激素、生物高分子材

料和新型肥料控释增效技术等，已成为

肥料行业研究开发的重点领域，增值肥

料逐渐成为减肥增效主力军。

近日，2019年农业全过程无人作业

实验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启动。

多家科研院所和企业组成的智能化农

机团队参与了当天的实验，多种无人农

机借助北斗卫星导航，并加入传感器和

控制器，实现了无人驾驶作业。

农业全过程无人作业实验建三江项

目主要承担平原地区水稻全过程无人

作业的实验任务，完善和解决大马力无

人拖拉机、插秧机、施肥施药机、收割机

等地面装备的功能、性能、可靠性、稳定

性、供应链等工程化问题，为2020年商

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据了解，今年农业全过程无人作业

实验还将在河南、海南、江苏等10个省

区展开，重点解决无人农业设备的关键

和基础问题，建立全国无人农机合作联

社，采取农机共享等方式，解决我国农

业生产人口老龄化、作业效率低下、作

业标准差异化等问题，创新我国农业生

产的新模式。

（本报综合）

新型肥料将成减肥增效主力军

在近日举办的第一届国际生物防治

大会上，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

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院士透露，“十三

五”期间，我国力争将有害生物绿色防

控率提高至40%以上。

生物防治是利用自然界已经存在

的生命活体，或者是活体的代谢产物

来控制病虫害。与化学农药不同，生

物防治中的活性能源来自自然界，可

以被酶所降解，因此没有残留和毒

性。

唐华俊介绍，绿色防控、生物防治已

经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农业病虫害防控

的首选策略，我国现有260多家生物农

药生产企业，约占全国农药生产企业的

10%，生物农药制剂年产量近13万吨，

年推广应用生防技术面积约4亿~5亿

亩次。目前，我国生物防治应用面积达

9%以上，绿色防控应用面积预计在

25%左右。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率将大幅提高

农业全过程无人作业实验启动

因地制宜发展丹参种植 创新科技助农增收致富
在我国传统医学中，丹参入药有着悠

久的历史，《本草纲目》《中药大辞典》等

医药文献对此均有记载。当前，含有丹

参提取物成分的中药制剂，更是比比皆

是。作为临床常用的大宗药材，丹参的

市场需求量不断攀升，仅靠野生丹参已

不能满足需求，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方法

就是进行人工种植。

光照充足、土壤肥沃、温度适宜、昼夜

温差较大的地区，均适宜丹参种植，如我

省嵩县、渑池、方城等地。在嵩县，海拔

在300米~1200米内、拥有较厚土层的位

置均可种植。据测算，丹参亩产一般为

1000斤左右，按每斤7元的收购价格计

算，每亩收益可达7000元。我省条件适

宜的地区，可以因地制宜发展丹参种植，

用科技力量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助力当

地种植结构优化。

丹参的收购价格，受品质和市场影响

较大。近年来，受到种苗质量参差不齐、

病虫害防治技术落后、新技术应用推广

滞后、栽培管理方式粗放等因素影响，部

分群众种植丹参的积极性不高。群众不

愿种的另一个原因是，丹参种子的储藏

及利用率较低，采收时间直接影响种子

发芽率。“随采随播”，发芽率可以达到

70%；采收1个月后播种，发芽率则为

40%；采收5个月后播种，发芽率仅为

10%左右。特别是在土壤墒情不好的情

况下，发芽率则会降至更低，从而影响丹

参产量和经济效益。

丹参育苗新技术和高质量的种苗，在

丹参栽培生产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丹参的繁殖方法有多种，如种子育苗法、

分株法、分根法以及扦插法等。目前用

得最多的是分根法和扦插法，但由于工

序烦琐、用工量大，不利于集约化、规模

化生产。采用种子育苗移栽，可以较大

幅度地提高丹参产量、降低病虫害、减少

退化，达到优质优产。种子储藏方法和

种子萌发技术，是开展丹参种子人工育

苗、标准化种植的关键技术。

在丹参种苗工厂化生产中，创新性地

把微生物种子引发技术、酵素菌绿色防控

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物联网管理技术

等先进技术，引入现代工厂化穴盘培育丹

参种苗，可以较大幅度地提升丹参种子发

芽率，培育出高质量的丹参种苗，这将有

利于提升我省丹参种苗工厂化生产水平，

推动我省丹参产业的健康发展。

丹参穴盘育苗关键技术：

一、种子引发技术。利用丛枝菌根真菌

菌液，对丹参种子进行24小时的变温浸种。

浸种后，丹参发芽率将提高10%~35%，发

芽时间缩短至3~7天。

二、功能基质配制技术。针对丹参种

子需水特性，按比例用草炭、珍珠岩、蛭

石配制基质，另添加1%酵素菌、5%貂粪、

0.3%红糖、0.1%聚能肽等，促进丹参生根

壮苗，抗逆防病等。

三、播种。采用288穴盘播种，一穴

1粒，穴深0.5cm。珍珠岩覆盖，有利于

种子快速萌发出土。

四、苗期管理。90%的种子出土后，

进行苗期管理。温度管理注意“三高三

低”，即白天高，晚上低；晴天高，阴天低；

出苗前和分苗后高，出苗后和分苗前

低。阴雨天、日照不足且湿度高时，不宜

浇水，浇水时间尽量在上午10点以前，下

午3点后尽量不浇水，以免夜间潮湿徒长

和感病。穴盘边缘苗株易失水，必要时

补水或调整穴盘位置，促使幼苗生长均

匀 。 选 用 N、P、K 含 量 20-20-20、

20-10-20的水溶性肥料交替施用，浓度

约在25~350ppm之间。

□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蔬菜设施与栽培研究室 杨凡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农业农村

部办公厅关于做好草地贪夜蛾应急防

治用药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

了25种应急使用的农药产品，要求各地

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草地贪夜蛾监测

预警，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因地制宜

选择用药产品。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治

用药推荐名单如下：

单剂有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茚虫威、四氯虫酰胺、氯虫苯甲酰胺、高

效氯氟氰菊酯、氟氯氰菊酯、甲氰菊酯、

溴氰菊酯、乙酰甲胺磷、虱螨脲、虫螨

腈、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苏云金

杆菌、金龟子绿僵菌、球孢白僵菌、短稳

杆菌、草地贪夜蛾性引诱剂。

复配制剂有甲氨基阿维菌素苯

甲酸盐·茚虫威、甲氨基阿维菌素苯

甲酸盐·氟铃脲、甲氨基阿维菌素苯

甲酸盐·高效氯氟氰菊酯、甲氨基阿

维菌素苯甲酸盐·虫螨腈、甲氨基阿

维菌素苯甲酸盐·虱螨脲、甲氨基阿

维菌素苯甲酸盐·虫酰肼、氯虫苯甲

酰胺·高效氯氟氰菊酯、除虫脲·高效

氯氟氰菊酯。

草地贪夜蛾防治药品名单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