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肥料是粮食的粮食，绿色环保、优

质高效的肥料才能保护土壤，让作物茁

壮生长，生产出绿色健康的粮食。近

日，中德禾正集团主办的2019中医农业

—禾正中药肥种植养殖领域应用技术

交流大会在郑州举办，来自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的禾正中药肥经销商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300余人参会，共

同学习农业政策、交流绿色种植养殖领

域应用技术。

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

副院长、研究员、国际昆虫生理生态中心

归国博士陆庆光，焦作市农林科学院院

长、研究员段新国，中德禾正集团技术顾

问、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硕士朱孔

志，国家专利中药肥发明人、高级农艺

师、中德禾正集团董事长韦文礼，少林寺

禅耕农场负责人释延子等分别作题为

《高质量发展：机遇与挑战》《践行新发展

理念，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禾正中药

肥应用技术研究》《一生只做一件事》《奉

献就是幸福》的发言，详细介绍了农业政

策、农业现状，分享了如何解决当前农业

问题的思路，提出要发展绿色健康的农

产品，并对禾正中药肥在不同作物上的

良好效果给予肯定。

会议现场，中德禾正集团发布了禾

正中药肥新产品，并与河南省酷农航空

植保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协议双方将共同在农业保险、中

药肥供应等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共同助

力现代化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禾正中药肥由中德禾正集

团自主研发，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上

市以来畅销全国。产品安全、高效、环

保，与常规杀虫剂无交互抗性，连续使

用不产生抗性、不破坏生态环境，在改

良修复土壤、提供活化养分、提高肥料

利用率、增强作物抗逆性、提高农作物

质量等方面具有良好效果。

与会经销商对禾正中药肥新品颇感兴趣

□本报记者 刘彤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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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我国6年共查处假劣农资案件26.8万件

核心提示

□王广印 文/图

日光温室越冬茬黄瓜套种
夏苦瓜（如图），是我省日光温
室常见的栽培模式，最早从山
东寿光引进。这种栽培模式一
般利用间作或套种，错开黄瓜
和苦瓜的生长旺季进行生产，
提高了日光温室的生产效益，
一般黄瓜亩产1.5万公斤左右，
苦瓜亩产4500公斤左右。

当前，日光温室越冬茬黄
瓜正陆续上市，在抓好黄瓜管
理的同时，如何做好苦瓜的管
理？河南科技学院教授、河南
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
专家王广印，从栽培方式、定植
时期、授粉方式、肥水管理、整
枝技术等方面，讲解了苦瓜管
理的关键技术，以期帮助广大
种植者做好田间管理、种出优
质蔬菜，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黄瓜陆续上市 苦瓜该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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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禾正中药肥助力农业绿色发展

近日，由青岛欧非亚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主办的“马克托尼/七州城林功能肥

新品发布暨年度总结大会”在安阳举

行。来自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马克

托尼功能肥县级经销商近200人参会。

会上，青岛欧非亚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刚、营销总监王云浩分别就

《马克托尼功能肥新产品升级功效、特

点》《公司营销战略及新产品市场政策》

等主题作会议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欢

迎。河南省浚县张勇斌、河北省隆尧县

杜庆科等6名核心经销商就马克托尼功

能肥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方面作

典型发言，罗玉民、桑瑞林等100名优秀

经销商获得表彰。在新品订购环节，众

多经销商纷纷出手，现场掀起订购热潮。

据了解，马克托尼功能肥是国内功

能肥领军品牌、抗虫肥标准倡导者。马

克托尼功能肥推向市场以来，先后获得

上海国际新型肥料展览会“创新科技

奖”、第六届上海国际化肥展览“金奖”产

品、2017黄淮麦区首届化肥比赛英雄榜

“冠军品牌”等荣誉，此次升级换代的马

克托尼“三免一高”功能肥，科技含量高、

肥效突出、营养全面，必将引领现代农

业减肥增效和绿色发展新潮流。

□本报记者 肖列 文/图

11月20日，商丘市梁园区王楼乡邢点村菜农邢孝海和妻子韩玉枝在自家的蔬菜棚内忙着采摘鲜辣椒。眼下，豫东大地进入寒

冷的冬季，然而在商丘市梁园区一些村庄的温棚内却是一派暖意融融、热火朝天的场面，人们忙碌在棚内、增收在温棚。陈臣摄

日前，农业农村部官网发布了对于此

前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代表提出

的，关于加大农村市场假冒伪劣商品打击

力度的建议的答复内容。答复内容显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部门累计立案查处

假劣农资案件26.8万件，为农民挽回直接

经济损失35亿元，农资打假工作取得明

显进展，制假售假势头得到明显遏制。

农业农村部在答复中指出，自2013

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农资打假工作部

际协调小组成员单位，累计立案查处假劣

农资案件26.8万件，检查企业超过680万

次、市场120万次，为农民挽回直接经济

损失35亿元。与此同时，累计组织开展

“进千村、入千户、抽千样”等宣传活动7.3

万场次，发放宣传资料1.1亿份，展销放心

农资货值14.4亿元。

另一方面，在2018年底，中央农办和

农业农村部会同商务部、公安部、市场监

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供销合作总社

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期间全

国共出动执法人员近167万人次，检查食

品生产经营主体、各类市场198万余个，

全国共查处行政案件1.2万余件，案值4.2

亿元，移送司法机关479件，公安机关破

获相关犯罪案件1700余件。通过办理各

类案件，收缴假冒伪劣食品1032吨，取缔

无证无照生产经营主体5578个，吊销营

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254个，捣毁窝

点843个，对农村食品市场开展了一次

“大扫除”。

此外，在本次答复中，农业农村部也

公布了2019年累计立案查处假劣农资案

件的相关情况。据悉，2019年立案3878

件，查获假劣农资5400吨，配件22.1万台

件，为农民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25亿元。

公安部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专项行动，有

力地打击了破坏农业生产和侵害农民利

益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共批

准逮捕生产销售伪劣农资案件41件61

人，起诉53件104人。各级法院一审审

结生产销售伪劣农资案件53件，其中20

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据农业农村部官网）

间作或套栽苦瓜，应何时定植？

当前，温室栽种苦瓜的模式有两种，

一种是苦瓜和黄瓜一起定植或稍后定植，

另一种是偏晚或年后再套栽苦瓜。如果

苦瓜和黄瓜同期定植，苦瓜苗一直处于黄

瓜架下生长，和黄瓜的共生期过长，易产

生衰老等问题。早春栽种苦瓜，生长旺

盛，一般是12月中下旬至1月初育苗，2月

初定植，3月下旬即进入始收期，大大减少

苦瓜在黄瓜架下的滞留时间。黄瓜拉秧

后，苦瓜迅速进入结瓜盛期。从苦瓜总产

量来说，还是年后定植的高，但从前期产

量来说，年前定植的比较高。

育苗移栽好，还是直接播种好？

由于苦瓜前期生长较慢，一般多采取

先育苗后移栽的方式。具体育苗时间要

根据定植时间决定，一般苦瓜苗龄50天左

右。个别农户采取田间直接开穴点播苦

瓜的方式，出苗后每穴只选留1株壮苗。

需要嫁接育苗吗，砧木咋选择？

目前，苦瓜一般不进行嫁接。因为

苦瓜嫁接后，容易因徒长而影响坐瓜。

但是，随着逐年连作，苦瓜根结线虫病也

愈加严重。对于年后套种苦瓜的栽培模

式，也可采用砧木亲和力好的黑籽南瓜

进行嫁接育苗。经过嫁接的苦瓜苗，于1

月底至2月初在温室内定植，不仅会增加

产量，而且还可以防治根结线虫病。

早期管理与后期管理有何不同？

苦瓜间作或套作定植后，在3月初之

前一般以黄瓜管理为主，苦瓜管理为

辅。在黄瓜生长前中期，要控制苦瓜的

生长，苦瓜管理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吊蔓、

落蔓、整枝等，不需要授粉和其他管理，

苦瓜可盘绕在吊绳上，高度不超过铁丝

即可。

从3月初开始，以苦瓜精细管理为主，

促进苦瓜的生长，使苦瓜进入旺盛生长

期。根据市场上黄瓜和苦瓜的价格情况，

可以在4月份黄瓜拉秧后，加强苦瓜管

理。水肥管理主要以5月～6月为主，这2

个月是苦瓜的结瓜盛期。隔15天～20天

追一次肥，追施优质复合肥15公斤/亩。

进入5月以后，温室昼夜通风，逐渐去掉

棚膜、地膜，利用外界环境生长结瓜。苦

瓜的长势很强，在7月～8月份的高温季

节照样生长良好。因此，只要市场行情

好，就可继续加强肥水管理，促进生长结

瓜。

人工授粉好，还是蜜蜂授粉好？

苦瓜为异花授粉作物，以昆虫传粉

为主。温室环境密闭，昆虫极少，难以授

粉，前期可采用人工辅助授粉的方法提高

坐果率。一般在上午10时前后，摘取当

日新开的雄花，去掉花冠与雌花对花授

粉。1朵雄花可用于3朵雌花的授粉，授

粉时不要伤及雌花柱头。也可用毛笔蘸

取雄花的花粉，给正开放的雌花柱头轻轻

涂抹进行授粉，以保证其正常结瓜。在山

东寿光菜区，多采取熊蜂授粉与人工授粉

相结合的方式。一般日光温室揭棚后不

再授粉，可利用蜜蜂自然授粉。授粉后15

天～20天，苦瓜即可采摘。

何时去掉棚膜，变为露地栽培？

早揭棚膜，有利于蜜蜂授粉，但晚揭

膜，高温产量高。一般5月份之后逐渐掀

除棚膜，在露地环境下生长结瓜。苦瓜

生长势很强，只要加强田间管理，就可继

续生长结瓜。

是任其生长，还是要精细整枝？

苦瓜生长前期也需要整枝。一般主

蔓距地面50厘米以下的侧蔓及时摘除，

保持主蔓生长。当主蔓出现第一朵雌花

后，在其下相邻部位选留2个～3个侧

枝，与主蔓一起吊蔓上架，及时去掉其他

下部侧枝。当主蔓爬到架上后，将保留

的2个～3个健壮侧蔓与主蔓一起横向

绕到棚架铁丝上。也有的在主蔓长至1

米左右时，将主蔓摘心，留2条健壮的侧

蔓结果。生长中后期，一般不整枝，放任

生长，但要注意及时摘除植株下部的老

叶、黄叶、病叶，及时剪除细弱或过密的

衰老枝蔓，防止田间郁蔽和病害流行。

日光温室越冬茬黄瓜套种夏苦瓜——

马克托尼功能肥举行新品发布会

近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三季度季

报公布完毕，22家化肥类上市公司共实

现盈利30亿元，同比下降44.5%，整体

业绩出现回落。业内人士分析，上市肥

企业绩下滑主要受产品价格下跌、原材

料价格上涨、环保治理等因素影响。

其中，3家上市肥企对2019年全年

业绩进行了预告——2家下降 1家上

升，新洋丰预计实现盈利6.5亿元至7.5

亿元，同比下降9.49%至21.56%；四川

美丰预计实现盈利0.9亿元至1.25亿

元，同比下降43.08%至59.02%；云图控

股预计实现盈利2.1亿元至2.6亿元，同

比增长20%至50%。

前三季度上市肥企整体业绩回落
受产品价格下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

前三季度化肥出口量增长两成多
硫酸钾、氮磷钾三元复合肥、尿素等增幅最大

国家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中国累计出口化肥1988万吨，同比

增长23%；累计出口金额55.2亿美元，

同比增长19.8%。其中，硫酸钾、氮磷钾

三元复合肥和尿素出口量增幅都比较

大。前三季度，累计出口硫酸钾27.9万

吨，同比增长4340.3%；累计出口氮磷钾

三 元 复 合 肥 77.4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204.1%；累计出口尿素324万吨，同比

增长188.4%。

进口方面，前三季度中国累计进口

化肥930万吨，同比增长30.2%；累计进

口金额29.4亿美元，同比增长48.5%。

前三季度，累计进口氯化钾770万吨，同

比增长38.4%；累计进口氮磷钾三元复

合肥109万吨，同比微跌0.4%。

农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迎来变革
增设正高级农艺师、正高级畜牧师、正高级兽医师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

农村部印发《关于深化农业技术人员职

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部署农业技

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工作。《意见》强

调，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在保留农业

技术推广研究员的同时，增设正高级农

艺师、正高级畜牧师、正高级兽医师。

《意见》提出，要创新评价机制，完

善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业内评价

机制，对不同专业、不同层级的农业技

术人员进行分组评价，畅通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等生产经营主体中农业

技术人员的职称申报渠道。促进评价

与使用相结合，鼓励人才向艰苦边远地

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对长期扎根基层一

线、作出突出贡献的农业技术人员，可

适当放宽学历和任职年限要求，激励优

秀农业技术人员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公布
新建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等工艺被列入限制类

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自2020年1

月1日起施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年本）（修正）》同时废止。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

本》共涉及行业48个，其中鼓励类821

条、限制类215条、淘汰类441条。新建

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采用固

定层间歇气化技术合成氨，磷铵生产装

置等工艺被列入限制类，没有配套工艺

冷凝液水解解析装置的尿素生产设施

等工艺被列入淘汰类。

（本报综合）

信息速递

商丘冬日温棚忙增收

冬季是施用化肥的淡季，但大部分农

户有利用冬闲贮存化肥的习惯。冬季贮

存化肥必须加强保管，否则不仅会造成肥

料的损失，甚至会引起重大事故。

防挥发损失

碳铵是一种不稳定的化合物，容易自

行分解为氨、二氧化碳和水，造成氮素的损

失。温度越高，分解越快，因此贮存时一定

要密封牢固。氮素化肥、过磷酸钙严禁与

石灰、草木灰、钙镁磷肥等混合堆放，以防

止氮素化肥挥发损失和降低磷肥的肥效。

防吸潮结块

大部分固体化肥具有吸湿性，有的甚

至受潮后结块变质。如碳铵易吸湿造成

氨挥发损失；氯化钾有吸湿性，受潮易结

成块状；硝酸铵吸湿易结块、潮解等。因

此，一定要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

贮存时应先用砖石、木板或其他东西垫起

来防潮防水。化肥堆放的高度一般不要

超过2米，时间也不宜过长，以防结块。

防腐蚀中毒

化学肥料一般都具有腐蚀性，特别是

强酸性和强碱性的化肥，腐蚀性就更大。

目前贮存使用的这些化肥。它们挥发出

来的气体有一种刺激性气味，对人体有毒

害作用，应避免长期直接接触。决不能把

有毒的化肥与食物、饲料和农副产品等物

质混存在一起，以防人畜中毒。（王建）

冬季贮存化肥要“三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