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破聚磷酸铵核心技术

金正大贵州项目
四大新装置投产

河南省第四届“郑州林机杯”葡萄品鉴观摩会在驻马店举行

打好品种品质品牌组合拳
让河南葡萄产业突围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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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我国是磷肥消费大国，常年用量为

800~900万吨，占全球四分之一以上。

近年来，我国高质量的磷肥缺口却越来

越大，特别是聚磷酸铵的核心技术一直

没有突破。

在贵州基地项目中，金正大运用

国际首创“管式聚合”和“一步法”工

艺，以近于普通肥料的成本生产聚磷

酸铵和聚磷酸钙镁产品，将磷的利用

效率提升 50%，磷的附加值提升 2.5

倍，保障作物生长周期磷元素的充分

供应，使新型环保肥料质量更优、性价

比更高，在农业生产中能减少40%的

使用量。依托四大装置的投产，金正

大在减肥增效上构建起一套强大的技

术体系和产品体系，并依托完善的作

物营养解决方案，为减肥30%中国方

案的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金正大的技术创新，使得新型磷复

肥能以更低的成本大规模生产，将改变

中国肥料市场格局，推动肥料行业的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减肥增效提供技术

支持和产品保障。”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

秘书长李光说。

要注意加强茎基腐病、病毒病、溃疡

病和烟粉虱等病虫害防治。需要及时观

察和发现病虫发生情况，及早防治。

茎基腐病防治。采用遮阳网覆盖栽

培。秋延番茄定植时温度高、光照强，一

般定植较浅，加上幼苗根系发育差、抗旱

能力很弱、幼苗叶子少等，在强光照射

下，根际周围土壤干燥升温快，很容易烫

伤茎基部，浇水后易感染病菌诱发茎基

腐病。在遮阳网覆盖的条件下，大、小畦

交替灌水或滴灌适时浇水，可避免茎基

腐病的发生。使用药剂防治，可用68%

精甲霜灵锰锌水分散粒剂 400 倍，或

6.25%咯菌腈精甲霜灵悬浮种衣剂400

倍，对土壤表面进行喷施，封杀病原菌。

烟粉虱防治。秋季是烟粉虱等害虫

的高发季节，且随着气温的降低，害虫会

向温度高的设施内迁移，所有通风口（包

括门窗），防虫网一定要覆盖严密。药剂

防治时，每亩可用30%噻虫嗪种子处理

悬浮剂 200ml、250g/L 嘧菌酯悬浮剂

100ml、56%氨基酸钙镁水剂1000ml随

滴灌滴入，可兼防根腐病等。烟粉虱发

生初期可用螺虫乙酯、呋虫胺、烯啶虫

胺、吡虫啉、啶虫脒等喷洒防治，或气温

下降后用异丙威烟熏剂熏蒸。

病毒病防治。主要有番茄黄化曲叶

病毒病和褪绿病毒病，通过烟粉虱危害

传病毒，在高温、干旱、强光照条件下发

病较重。防治措施有，创造适合番茄生

长的环境条件，和在预防烟粉虱的同时

防治病毒病。防治药剂主要有病毒A、

阿泰灵、香菇多糖、氨基寡糖素、甲壳素、

宁南霉素、氯溴异氰尿酸等抗病毒制剂，

每10天左右喷洒1次，预防病毒发生。

应注意的是，一是选择晴天下午4时

后至傍晚喷药，此时叶片吸水力强，防治

效果好。二是连阴天后，番茄叶片耐受

力较差，容易产生药害，应注意用药浓

度。三是花期和高温时期对药敏感，最

容易产生药害，应慎重施药。四是注意

交替用药，防止产生抗药性。

□本报记者黄华文/图

核心提示

1 做好保花保果等措施

核心提示

设施番茄秋季管理 掌握方法品质更优

处暑过后，夏季的炎热
渐渐消退，适宜番茄生长的
季节已经到来，如何充分利
用秋季有利的气候条件加
快番茄坐果和生长，提高番
茄产量和品质呢？郑州市
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应芳卿
提醒广大种植户做好以下
栽培管理措施。

□应芳卿

促根养苗。及时松土除草，适当晚

整枝，叶面喷洒或冲施海藻类、甲壳素

类、氨基酸类等种类肥料，促发新根、缓

解高温期叶片老化现象，同时加强肥水

管理，以尽快恢复生长。

保花保果和及时整枝。秋延番茄由

于生长前期气温高，浇水勤、遮阴时间长，

为避免徒长和促进根系发育，在开花前匍

匐生长。开花后需要及时用激素进行保

花保果，并及时整枝打叉和吊蔓。实践证

明，高温期花粉发育不良，自然授粉、熊蜂

授粉以及电蜜蜂、频振式风机吹风等方式

授粉的坐果率均较低，为了提高前期坐果

率，建议采用激素保花保果。激素保花保

果，还能加快果实膨大和成熟。坐稳果后

及时检查果穗，疏除过大、过小和畸形的

果实，并根据品种特性，每穗保留4~6个

果。秋季大棚和保温条件较差的温室，一

般留5~6穗果，9月20日前后打顶。

加强肥水管理。9月份气候条件适

合番茄生长，坐果后果实膨大速度较快，

肥水一定要跟上。坐稳果后，一般每10~

15天追施1次高钾冲施肥（18-12-23+

TE）15千克，连追3~4次。

随时使用遮阳网。连续晴天条件

下，随时使用遮阳网，番茄还能够适应。

如遇2天以上的阴雨天气后又突然放晴，

应该及时浇小水，这时滴灌的应用显得

尤为重要。如果不缺水，中午前后需要

用遮阳网短时间遮阴，防止强光照射引

起叶片失水打蔫。大棚降温剂需要根据

天气情况，及时进行清洁，以加强光照。

大温差管理。大果型番茄从开花

至果实成熟一般需要45天，温度过高

（≥35℃）、过低（<20℃）都会延长成熟

期，所以设施（尤其是大棚）的温度管理

显得尤为重要。昼夜温差 10~15℃的

大温差，有利于番茄产量和品质提高。

9月份的平均气温19~28℃，昼夜温差

大，适合番茄的生长，需要加大通风口，

接近外界条件，避免设施内高温出现。

当外界温度降低时，及时通过调节风口

的大小进行设施增温保温。如果温度

下降太快（≤13℃），需要及时拉大棚二

膜或夜间放棉被保温（>12℃晚盖棉被，

覆盖1/2；10℃左右覆盖2/3；<8℃全覆

盖），防止植株不适宜气候变化和低夜温

引起的落果、叶片黄化，以及病害发生。

湿度管理。小水勤浇，适时浇水。还

应注意，浇晴不浇阴。下雨天及时合严风

口，雨停及时揭开，避免局部或不该浇水时

进水、淋雨给管理带来的不便。随着气温

的降低，要适时合风口，早上棚温上升至28

度左右逐渐放风，防止湿度大引发病害。

2 抓住设施管理的重点

3 易发病虫害如何防治

专家名片▶▶
应芳卿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研

究员，河南省现代农业大宗蔬菜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主要从事蔬菜

育种及栽培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完

成省、市重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3

项，省、市科普及适用技术传播工程

项目5项。主要育成、推广番茄新品

种10个，其中国审新品种1个、农业

农村部后补助新品种1个。荣获省

级科技成果奖5项。先后被授予“郑

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郑州市三

八红旗手”“郑州市跨世纪学术技术

带头人”“郑州市农民技术培训先进

工作者”“郑州市科普先进工作者”

“郑州市优秀女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称号。

9月 4日，金正大主题为“打造磷资源绿色全球样
板 减肥30%守护亿亩良田”的磷化工项目四大新装
置投产仪式在贵州瓮安举行。农业农村部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首席专家辛景树，瓮安县委副书记、县长黄
桂林，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秘书长李光，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陈清，金正大集团CEO白瑛等出席活动，见证了
我国磷矿资源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发
展迈出的关键一步。

磷矿是24种国家战略性矿产之一，

其清洁生产事关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大

局。正确处理好磷化工产业发展与生态

环境保护的关系，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

问题。

如何突破技术壁垒，在绿色环保

的政策导向下实现磷化工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成为金正大埋头

钻研的课题。八年前，金正大在瓮安

投资近40亿元规划设计磷循环产业

园，开始自主研发解决上述问题的核

心技术。

作为最早的“拓荒者”，金正大不

断摸索并逐一解决了磷化工清洁生产

中的难题。一是通过科学合理地开发

中低品位磷矿，把磷这种不可再生的

宝贵资源“吃干榨净”，实现了磷矿的

100%利用。二是通过首创湿法磷酸

“分级利用”技术，生产成本较热法工

艺降低 40%，产品附加值提升了 2.5

倍，实现了磷酸的分级利用。三是将

副产品磷石膏从废物做成原料，变废

为宝，实现磷化工的清洁生产，带来了

不可估量的环保价值。

八年后，一期20万吨/年聚磷酸铵、

20万吨/年聚磷酸钙镁、10万吨/年磷酸

二氢钾、30万吨/年α-石膏磷酸四大核

心装置正式投产，为农田减肥30%提供

了技术支持和产品保障，为全球磷矿清

洁利用提供了中国方案。

农业农村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首席专家辛景树表示，金正大通过技术

创新大幅提升磷矿利用率及产品附加

值，引领了全国磷矿资源的高效利用和

肥料新产品研发生产、推广应用，为全国

肥料产业树立了样板。

八年前的瓮安，还只是一个年人

均生产总值不到 2000 美元的小城。

随着磷化工的快速崛起，瓮安发展成

为贵州磷化工的重要产业带。而扎根

瓮安的金正大正是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的主力军，金正大贵州公司也连续三

年入选贵州省民营企业双百强，带动

超过 5000 人就业，间接推动周边发

展，成为黔南工业企业发展的又一新

亮点。

瓮安县委副书记、县长黄桂林表

示，金正大自入驻以来，严格按照现代

工业的要求进行建设，主动肩负起社会

和行业发展责任，大力开发新型磷能技

术。将中低品位磷矿资源最大化利用，

实现“煤电磷一体化”循环发展，成为磷

化工行业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时代标

杆。

金正大集团董事长万连步表示，

“未来三五年，我们要依托技术的持续

升级，进一步释放贵州基地的经济价值

和社会价值，不仅要为贵州经济的腾飞

输出动能，更要为全国乃至全球树立一

个可复制推广的绿色发展标杆。”

1 世界难题的中国答案
磷利用率提升50%

2 推出减肥30%中国方案
节本增效助力负增长

3 助力区域经济腾飞
以点带面辐射全国

阳光玫瑰、金手指、红艳无核、夏黑、

户太八号……18个参赛品种、101个参赛

样品分排陈列，紫的、红的、黄的、青的、白

的……不同颜色和大小的葡萄散发着香

气，来自全省各地的葡萄育种和栽培专

家、种植公司相关负责人、农民合作社代

表等200余人现场品鉴（如图）。9月1

日，一场葡萄“盛宴”在驻马店市遂平县杰

美葡萄庄园开启。

当天，以“提质增效、创新发展，促进

葡萄产业新飞跃”为主题的河南省第四届

“郑州林机杯”葡萄品鉴观摩会在这里举

行。会议由河南省农学会葡萄专业委员

会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

所、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杰美葡萄庄园承

办。大会从101个参赛样品中评出34个

金奖。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

伐的加快，水果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日趋明显，葡萄产业已成为农村经

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支柱。然而，河南和

全国一样，当前的葡萄生产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种植面积越来越大、葡萄产

量越来越多，但市场和消费者对葡萄品质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如何破解供需矛盾，推动我省葡萄产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河南省农学会葡

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

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葡萄产业技

术体系资源与育种岗位专家刘崇怀给出

了答案，“打好品种品质品牌组合拳，让河

南葡萄产业突围出彩”。他希望，通过活

动的举办，提高全省葡萄生产者科学种植

意识、提高葡萄果实品质，满足市场和消

费者对高品质葡萄的需求，也让全省葡萄

生产者取得良好的收益。

会上，阳光玫瑰和红艳无核等品种，

吸引了众多与会人员的目光。据了解，阳

光玫瑰继巨峰、户太八号、夏黑等品种后

成为近年来的主栽品种，具有果实品质

好、抗病能力强、商品性状好、耐储藏运输

等优点。阳光玫瑰是晚熟的品种，在种植

中需要搭配中早熟品种。郑州果树研究

所培育的中早熟品种——郑艳无核和红

艳无核，果实品质好、香味浓郁，弥补了我

国红色、无核、中早熟鲜食葡萄品种匮乏

的局面，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

“好葡萄首先要有好的品种，也要有

好的品质，还要创出好的品牌。”获得两项

金奖的郑州九如万家精品有机葡萄园总

经理蔡毓新介绍，“在注重早中晚熟品种

搭配的同时，九如万家依托郑州果树研究

所、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的专家

和技术，注重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设施

栽培技术、‘DBY’管理应用技术、果园生

草技术等多种国内一流的现代化绿色种

植技术的应用，以绿色有机、果形优美、香

味浓郁、口感醇厚的优良品质，创出了受

消费者喜爱的葡萄品牌。”

对于在会上广受好评的“DBY”管理

应用技术，郑州果树研究所栽培与植保中

心主任陈锦永介绍：“‘DBY’管理应用技

术是郑州果树研究所研发的一套花果管

理技术方案，具有省工、高效、安全等特

点，可以使阳光玫瑰无核保果、提高坐果、

穗形优美、果形饱满。”

在如何高效改良葡萄根系土壤方面，

郑州果树研究所果树瓜类栽培中心副主

任司鹏介绍：“将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

素含量高的有机肥，施在根系周围，可高

效改良根系土壤，施肥位置在树冠投影近

树干1/3处，施肥量以250~300公斤全元

生物菌肥为宜。”

同期举办的培训会上，河南省农学会

副秘书长刘亚平，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

豫东试验站站长王鹏，国家葡萄产业技术

体系豫西综合试验站站长刘三军、河南科

技大学园艺学院副院长张国海等专家围

绕“阳光玫瑰优质丰产栽培技术”“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让中原葡萄更加出彩”“河

南葡萄市场调研情况及思考”等议题，为

参会的葡萄生产者解惑答疑、帮助他们更

新种植和经营理念。

据介绍，郑州果树研究所作为果树研

究的国家队，近年来紧紧围绕产业发展需

求，确立了“优质、安全、简约、多样、高效”

的技术攻关方向，育成了一批优质新品

种、研发了一批适用新技术、研制了一批

加工新产品，构建了果品质量安全追溯与

控制技术体系，助力我省葡萄生产的品种

改良、品质提升和品牌创建，推动我省葡

萄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河南葡萄产

业在健康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突围出彩。

□本报记者刘彤通讯员魏志峰文/图

金正大磷化工项目四大新装置投产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