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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在国家化肥零增长政策导向下，由

新型高效肥料带来核心科技的加持，成

为农民增收的新机遇。高效肥料需试

验，十多年来，沃夫特联动全国农技推

广中心，对全国118个县的36种作物进

行减肥增效试验示范，示范面积达

5632亩，减肥增效产品推广面积超过

1.43 亿亩。绿色种植需科普，2019 年

沃夫特在中央农广校的指导下，开展

“减肥30% 赋能三农”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行动，旨在将“减肥增效 高效种植”

的理念以及科学先进的种植施肥管理

技术传递给农户，培养一批懂技术、懂

科学的新农人，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农民增产增收、农村山清水秀而不懈努

力。

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

农科专家，通过报告讲解、现场实验（如
图）等方式，为种植户做了大蒜种植技术

培训，从碱性土壤改良、提高肥料利用

率、田间管理等方面为农户提供全面而

有针对性的科学种植指导。

据介绍，此次“蒜王争霸赛”活动，还

是“减肥30% 赋能三农”科技下乡百县行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动的落地一环，该

行动将通过打造专家智库、创新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模式、田间学校示范培训和

先进标兵评选等四方面举措，帮助农民

进行科学种植及施肥，推动减肥增效技

术落地，提高农业种植效率，推动农业可

持续发展。

金正大集团沃夫特品牌总监巫春丽

表示，2019年，科技下乡百县行活动还将

陆续覆盖全国各地的100个县市，在进入

2020年化肥零增长的倒计时之际，持续

将减肥30%技术和新型肥料推广到全国

田间地头，造福百姓。

金正大种植业解决方案走进山东金乡——

沃夫特助力“蒜王”减肥增收
1 高手过招“智”者胜“蒜王”亲授种蒜经

2 科技下乡造福农民助推农业绿色发展

阅读提示

“5 颗大蒜，重 0.695 千
克！‘蒜王’诞生了！”炎炎夏
日，在素有“大蒜之乡”美称的
山东省金乡县，5颗个大饱满
的大蒜成了明星。7月21日，
由中央农广校指导，齐鲁电视
台联合金正大集团沃夫特复
合肥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沃
夫特/智膜星 2019 年蒜王争
霸赛”在这里举行，吸引800
余名蒜农带着自己种出的大
蒜前来一决高下。

来自金乡县委宣传部、山
东省农业科学院、国家缓控释
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金正大
集团以及沃夫特复合肥有限
公司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参加
此次活动，为当地蒜农送上一
场关于大蒜高效种植的技术
盛宴。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专家
宋洪平表示，“此次‘蒜王争
霸赛’，不仅给农民送上了好
的产品，还为农民进行了科
学种植及施肥的技术培训，
对于培育新蒜农，助推金乡
的种植产业升级，推动质量
兴农和绿色发展将发挥积极
的作用。”

金乡的大蒜种植历史长达2000多

年，以个大味浓、辣味纯正、营养价值高

等特点闻名，出口全球150个国家和地

区，素有“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

金乡”的美誉。

但常年种植，也使金乡地区的土壤出

现了板结、盐渍化等问题，作物重茬、根

腐现象时有发生。对此，山东省农业科

学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石璟

介绍说：“健康的土壤，才能培育出健康

的大蒜。要种植出高产优质的大蒜，必

须结合土壤情况合理施肥，沃夫特以减

肥增效为核心的大蒜种植解决方案，可

以很好地解决土壤和作物的问题。”

在金乡挑选“蒜王”，无疑是一次顶级

高手间的过招。从事大蒜种植多年的老

把式们，纷纷带着自己精心挑选的大蒜

参赛。参赛大蒜个大、整齐，有的个头如

拳头一般，引来众人竞相围观。经过专

家评审团严格测评，共有100多名参赛者

入围决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

等奖2名，三等奖16名。来自金乡县张

楼村的温春粉，以5颗大蒜净重0.695千

克的好成绩，成为名副其实的“蒜王”（如
图）。

“蒜王”温春粉现场分享了自己的种

蒜心得：“大蒜要种好，选肥很关键。我

家12亩大蒜从底肥就开始用沃夫特的产

品，苗期就能看得出效果，比别家的大蒜

长得快、苗也更粗壮，后期就只追了一次

肥，地里从没出现黄叶、早衰、烂根等情

况，亩产却比去年还要增加几百斤。”

“用了这个肥料，明显感觉肥效长了，

但用量却少了，而且土壤状况也比往年有

所改善。这才是真正的好肥料。”获得二

等奖的姜凯拿着自家的大蒜激动地说。

据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农艺师侯文通介绍，他们联合沃夫特复

合肥有限公司在山东省金乡县、单县等5

个大蒜主产区的320块大蒜田里进行了

实地测产。数据显示，使用沃夫特和智

膜星产品的大蒜，与对照田相比增产效

果明显。

金正大集团菏泽公司总经理董治中

表示，金正大集团沃夫特复合肥有限公

司在“蒜乡”金乡县深耕多年，所有产品

的升级都建立在广泛试验示范的基础

上，而且往往是提前 2~3 年便开始试

验。汇聚众多地块的大数据，才使得升

级产品一经推出便有显著的效果，让农

民减少化肥使用的同时，还能增产增收。

□本报记者黄华文/图

问题一：高温闷棚，究竟是“干闷”
好，还是“湿闷”好？

干法高温闷棚是指作物拉秧后，不

进行灌水，直接密闭大棚进行闷棚。干

法高温闷棚仅能够提高地面以上局部

空间温度，对杀灭土层内病菌和害虫的

作用甚微，所以在实际生产中应用较

少。

湿法高温闷棚是生产中应用较为普

遍的棚室消毒措施，其原理是将大棚土

壤足水浇灌，利用水的导热能力高于土

壤的特点，使土壤耕作层达到较高的温

度。目前，在实际生产中使用的湿法高

温闷棚措施，主要包括直接高温闷棚、有

机肥高温闷棚、秸秆还田高温闷棚、石灰

氮（氰氨化钙）高温闷棚等。

“干闷”仅能杀灭棚室表层的病虫如

果“干闷”与“湿闷”相结合，杀菌灭虫的

效果会更彻底、更全面。

问题二：单纯的日光闷棚好？还
是加上有机肥、秸秆肥、石灰氮等
闷棚好？

试验证明，高温闷棚结合施肥效果更

好。特别是结合施用秸秆肥和石灰氮效

果最佳，可降低化学农药使用量，减缓连

作障碍的危害。

具体的复合处理方法是：在上茬作物

采收结束后清洁棚室，每667m2均匀撒施

玉米、稻草等秸秆（粉碎越细越好）2000~

3000kg、石灰氮 40~80kg，用旋耕机将秸

秆和石灰氮翻入土中（深20~30cm），混合

均匀，整平筑畦。在土壤表面覆盖地膜，

沟内灌水，直至棚内湿透并有积水，闷棚

期间如土壤缺水可再灌1次。密闭大棚，

若大棚有破口应及时修补。利用日光照

射使大棚内迅速升温（地表温度可达

70℃），持续20天以上。闷棚结束后，要

揭膜通风5~7天，施入生物菌肥等肥料，

浅耕翻、整地、做畦，准备定植。

问题三：石灰氮需要年年撒施吗？

石灰氮高温闷棚技术是一项全面解

决设施土壤连作障碍问题的技术。由于

石灰氮成本相对较高，因此该技术使用

并不普遍，主要适用于种植年限较长、连

作障碍严重、根结线虫病等土传性病害

日趋严重的大棚或日光温室。综合考虑

石灰氮的成本及防效，建议生产中每

667m2使用 60kg。用石灰氮消毒一般两

年进行一次。

问题四：除石灰氮外，还有其他消
毒药物吗？

也可撒施多菌灵、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等杀菌剂防治病害。每 667m2可用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2~3kg与碳酸氢铵20~

30kg混合后，均匀撒施在地上，深翻15~

20cm。此外，在密闭大棚之前，棚体内表

面再喷施1次多菌灵，并用10%异丙威烟

剂熏蒸，以杀死躲在墙缝中的病菌和害

虫。在生产上，可以将有机肥提前腐熟，

均匀施入棚内，然后向粪肥和土壤表面

喷施或撒施杀虫杀菌剂，施肥、施药、耕

地、闷棚相结合，这样可以收到促进粪肥

后熟、提高肥力、增强药效等一举多得的

效果。

问题五：高温闷棚后，还需要施用
防治根结线虫的药吗？

使用“日光-石灰氮”复合闷棚法对

温棚土壤进行处理，能使番茄、黄瓜、辣

椒根结线虫防治效果达90%左右。在蔬

菜定植或缓苗后，每株（黄瓜、番茄）如能

使用 500~l000 倍阿维菌素 200mL 灌根，

对防治土传病害的效果还会更好。

问题六：高温闷棚是单膜覆盖好，
还是双膜覆盖好？

高温闷棚要求全棚密闭，不仅要关严

棚室放风口，而且还要在棚室地面覆盖

地膜。许多菜农不覆盖地膜，导致土壤

温度较低、闷棚效果较差。根结线虫的

致死温度为55℃，在55℃环境下10分钟

即死亡。若不覆盖地膜，土壤深层的温

度较低，难以达到彻底杀菌杀虫的效

果。因此，还是双膜覆盖好。

问题七：高温闷棚灌水多少会影
响效果吗？

试验表明，土壤含水量与杀菌杀虫的

效果密切相关，过低达不到杀菌杀虫的

效果。一般达到田间持水量的70%效果

最好。所以，闷棚前一定要大水漫灌，使

土壤形成缺氧环境，更加有利于杀灭病

虫草害。同时，浇大水还能把土壤盐分

带到土壤深层，起到降低土壤盐分含量

的作用。

问题八：高温闷棚后，土壤必须施
入生物菌肥吗？

经过高温作用，不管是有害菌还是有

益菌，大部分都会被杀死。因此，高温闷

棚结束后应适当增施生物菌肥或生物有

机肥，以增加土壤有益菌群，保护根际环

境，增强植株的抗病能力。特别需要提

醒的是：生物菌肥或菌剂，一定不可在高

温闷棚前施用，一定要在高温闷棚后施

用，否则有益生物菌会被闷棚时的高温

全部杀死。

高温闷棚有讲究 掌握方法效果好
当前，日光温室大多进入高温休闲期，正是通过高温闷棚预防病虫的好时机——

□王广印

高温闷棚是解决土传病害
中真菌性病害、细菌性病害、根
结线虫病、土壤板结和酸化等
问题的重要措施。高温闷棚
后，因连作引起的疫霉病、黄萎
病、枯萎病、灰霉病、根腐病、茎
基腐病、病毒病等病害明显减
少，根结线虫病的侵害显著减
轻，连作障碍得到有效缓解。

当前，日光温室大多进入夏
季高温休闲期，此时正是高温闷
棚的好时机。高温闷棚是病虫
害绿色防控的技术措施，这项
看似简单的常规技术措施，你
做对了吗？没有掌握要领，效
果会大打折扣。为此，河南省
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
家王广印教授就种植户关注的
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阅读提示

本报讯（记者肖列）“用‘酷拉斯’拌种，

小麦根系发达、分蘖率高，对蚜虫、地下害

虫防治效果显著。”7月26日，长垣县恼里

镇恼里村种植户朱佳奇高兴地对记者介

绍，“邻居看到我种的小麦产量高、品质好，

也纷纷开始用‘酷拉斯’拌种。”

“酷拉斯‘完美’效果，让我在销售时

底气很足。”先正达柘城县伯岗乡零售

商李清杰介绍，小麦拌种用“酷拉斯”，

苗子均、苗子齐、苗子壮，分蘖多，防治

小麦蚜虫效果特别好，还能减少2到3

次用药，老百姓都很认可。

近年来，小麦茎基腐病在部分地区

有扩大趋势，表现为苗期长势弱，小麦

产量低。先正达河南区经理左志君介

绍，种子包衣是防治小麦茎基腐病的有

效举措，“酷拉斯”是先正达优秀的小麦

种衣剂，内含两种杀菌剂成分，可有效

延缓和减轻小麦茎基腐病、纹枯病和根

腐病等根茎类病害的发生，并可促进小

麦根系健壮生长，促进冬前分蘖。

据介绍，经在焦作、开封、商丘等地

多年推广证明，小麦包衣“酷拉斯”，全

季防病效果好，增产效果显著，是万千

农户的信赖之选。

“每20斤麦种，可用‘酷拉斯’30毫

升，兑水150毫升进行拌种。当金针虫

发生严重时，可同时加入氟虫腈10~20

毫升混合拌种，以达到病虫兼治的目

的。”左志君介绍说。

本报讯（记者肖列）7月29日，由青

岛欧非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岛欧非亚）主办的马克托尼功能肥全

国巡回大田观摩活动在浚县举行。青

岛欧非亚公司总经理王刚、营销总监王

云浩以及来自鹤壁、安阳、濮阳及山东菏

泽等地的马克托尼功能肥经销商、零售

商、种地大户代表500余人参会。

在浚县善堂镇赵庄村马克托尼功能

肥示范田，花生、玉米长势都很出众，叶

子肥厚发绿，作物根系发达，呈现出一片

丰收景象。众多农资经销商和农户对马

克托尼功能肥防虫效果和高产表现赞叹

不已。在室内举行的马克托尼功能肥小

麦底肥（升级版）新品发布和订货环节，

众多合作伙伴掀起抢购高潮。

据了解，青岛欧非亚是一家集新型

功能肥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

技民营企业，该公司汇聚多个顶级科研

团队智慧，成功研发出“一季底施，全季

防虫”的马克托尼全能力型功能肥。马

克托尼功能肥采用行业领先的“TZ+1

诱导剂”核心科技，运用抗虫、抗病的生

物活性菌防治作物病虫害，添加进口的

抗旱剂和抗倒剂，使之具有杀虫防病、

抗旱抗倒、超高单产等功效，广泛适用

于小麦、玉米、花生、水稻等大田作物和

甘蔗及果蔬等经济类作物。

先正达“酷拉斯”

万千农户信赖的种衣剂

马克托尼功能肥

大田观摩活动在浚县举行

沈丘：健全三项机制确保“6-45”
问题整改落实

连日来，沈丘县健全三项机制，确保
“6-45”问题整改落实。一是健全督导检
查机制。成立联合督导组，督促各级各层
面开展自查、互查、对照查。二是健全动
态管理机制。建立健全问题整改台账，逐
条逐项明确责任部门、整改目标、具体措
施和完成时限。三是健全通报问责机
制。对查摆问题不深不细、制定措施不严
不实的，严厉问责处理。（刘建涛）

农发行长垣县支行狠抓案防工作
近日，农发行长垣县支行三举措狠

抓案防工作。一是建立案防工作领导
小组，制定覆盖全部业务流程的实施办
法和责任追究措施，明确各级领导层案
防职责及权限。二是强化员工防控风
险能力，使案防人员具有与履行职责相
匹配的专业素质。三是加大对案件易
发部门和重要岗位的监督检查力度，对
于发现和暴露出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
的整改措施。（吕璐王涛）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党支部 加强反
腐倡廉工作

连日来，农发行新乡县支行党支部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活动，组织员工
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

法纪法规，集中收看《畸变》《忠诚与背叛》
等廉政教育影片，使全体干部职工充分认
识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增强主动意识，从
被动的“要我廉”到主观上的“我要廉”，
达到自我警醒、防微杜渐、筑牢道德防
线、坚守廉洁底线的目的。（王胜张其友）

又是一年盛夏时，又到葡萄飘香

季。7月21日，“九如万家精品有机葡

萄园第二届葡萄节”在位于荥阳市豫龙

镇毛砦村的郑州九如万家精品有机葡

萄园举行。本届葡萄节由郑州市水果

（葡萄、草莓等）产业技术体系主办、郑

州市九如万家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承办。

来自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中

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郑州市科

学技术协会、荥阳市科技技术协会的领

导、专家，以及前来休闲采摘的市民，共

200余人参加葡萄节开幕仪式。郑州市

水果（葡萄、草莓等）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

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果树

瓜类栽培中心主任陈锦永主持开幕式。

陈锦永介绍，九如万家精品有机葡

萄园是由郑州市水果（葡萄、草莓等）产

业技术体系与郑州九如万家家庭农场

有限公司共建的一个试验示范种植基

地。2017年，九如万家精品有机葡萄园

通过河南省首批鲜食葡萄有机认证，是

河南省首批取得有机认证的葡萄园，具

有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园区种植有夏黑、巨玫瑰、金手

指、阳光玫瑰等新优葡萄品种4个，其

中，金手指和阳光玫瑰荣获2017河南

省第三届葡萄评比金奖。”郑州九如万

家家庭农场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毓新介

绍说，“园区非常重视酵素菌和绿色微

生物有机肥的使用；采用水肥一体化，

将灌溉、腐植酸和聚能肽混配使用；疏

花疏果，定穗限产，实现了葡萄生产安

全、优质、高效的有机结合。”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领导、专家走进

郑州九如万家精品有机葡萄园示范种植

基地，观摩了果园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

水肥一体化技术、设施栽培技术、标准化

生产技术、物联网监控技术、果园生草的

应用以及体验式消费销售模式。同时，郑

州市九如万家家庭农场有限公司还组织

了吃葡萄比赛、拼图比赛等小游戏（如
图），市民积极踊跃参与，现场气氛活跃。

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党组成

员、调研员张立新在观摩时表示，期望郑

州九如万家精品有机葡萄园发挥新品

种、新技术的支撑引领作用，带动郑州葡

萄产业进一步向安全、优质、高效的方向

发展，为促进郑州市葡萄产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发展贡献

力量。

九如万家精品有机葡萄园
举行第二届葡萄节

专家名片▶▶
王广印 河南科技学院教授、硕士

研究生导师、蔬菜学科带头人，河南省

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主

要从事蔬菜栽培生理生态研究。发表

论文120多篇，主编或参编著作、教材

30余部，获得省级二、三等成果奖5项，

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12项，主

持制定地方农业技术标准10项。

□本报记者刘彤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