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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届全国植保会集中展示了一批新型

高效的农药化肥产品、机械装备及技术。

倡导对土地亲和友好的亲土种植模式，无

疑是对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最好诠释。

自2017年率先将“亲土种植”理念

引进中国以来，金正大集团一直积极在

国内推广亲土种植的普及和落地：2018

年3月亲土种植百千亿行动启动，倡议设

立亲土种植日，随后通过开展土壤健康

大讲堂、亲土种植状元选拔赛、减肥30%

赋能三农等方式，大力普及亲和友好的

亲土种植理念，形成卓有成效的亲土种

植解决方案，守护中国亿亩良田。

在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

心等单位专家指导下，依托金正大集团21

年科研技术和推广服务积累，亲土种植模

式在东北黑土地保护试点、南方酸性红壤

改良、盐碱地改良、设施蔬菜大棚土壤改

良等项目中，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全国植保会上，金正大集团成为会场

明星之一，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关注。

来自湖北的客商说，他希望能在家乡推广亲

土种植模式，让家乡农户的果园、大棚等都

用上亲土种植的好肥料。来自安徽的经销

商兴奋地说：“沃夫特‘巨能省’‘黑珍珠’的

减肥效果都很好，在我们那里很受欢迎，希

望与沃夫特继续加强合作。”

“成立合作社8年了，最缺的就是大

白菜种植技术。”在当天举行的乡村振兴

高峰论坛上，太山镇李淑芬直言亟须提

高种植技术。相关专家也各抒己见，用

科技赋能获嘉大白菜。

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副所长张

晓伟认为，大白菜产业面临“种植面积小

影响市场、种植面积大价格低”的矛盾，应

适当控制规模、提高质量。同时，将“一茬

改为多茬、一季变为多季”，让品种类型多

样化，满足不同时间、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开封市祥符区农业农村局研究员董

海英指出，大白菜产业应与时俱进，改进

品种，生产适合市场和消费者的产品，在

产品品质提升上，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同时大力打造、培育品牌，创新销售模

式，开展订单种植。

张晓伟表示，获嘉大白菜产业提升科

技是关键，希望在省“四优四化”科技支撑

行动计划、省叶类蔬菜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的带动下，

为获嘉大白菜的种植和销售提供更多技术

支持和更大发展平台，为获嘉优质产品和

蔬菜产业的发展注入更多生机和活力。

本报讯 随着肥料行业不断创新发

展，优质高效、省时省工的绿色肥料成

为行业宠儿。近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

办的第三十五届中国植保双交会上，上

海糖化携极喷®液体缓释复合肥亮相

(如图)，首日便迎来上万人参观咨询。

“你们家只有一款产品吗？”在上

海糖化展区，与会者在了解极喷®液体

缓释复合肥后，都会问上一句。对于

与会者的疑问，上海糖化总经理占智

雄认为，“大概是在产品陈列区，蛋糕

状的展台上整齐排列的80余瓶极喷®

液体缓释复合肥产品，给与会者带来

了强烈的视觉感受。”他介绍，上海糖

化以类糖体核心技术为引领，已成功

研发出十余款类糖体肥料，极喷®液体

缓释复合肥则是公司重点打造和展示

的单品。

占智雄介绍，极喷®液体缓释复合

肥是上海糖化利用类糖体专利技术和

脲醛缓释技术，自主研发的一款具有优

质高效、绿色安全、追肥方便、肥效持久

等特点的液体肥料产品，适用于水稻、

玉米、小麦、花生、苹果、葡萄、柑橘等七

大类作物。使用无人机进行叶面喷施，

不仅省时省工，还能快速补充作物所需

养分，养分持效期达60天。

上海糖化推出的“类糖体智能套餐

方案”，在此次展会上也备受关注。极

喷®液体缓释复合肥可与上海糖化其他

类糖体肥料产品搭配使用，订制专属的

“类糖体智能套餐方案”。另据了解，

“极喷®液体缓释复合肥种植大赛”正在

筹备、即将上线，上海糖化向全国经销

商、种植大户发出邀请，丰厚奖品等您

来拿。（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肖列）在国家实施化

肥农药零增长战略的背景下，如何绿色

防治病虫害、病毒病，提高作物品质与产

量？11月24日，在郑州召开的农贝得

“菌绿通”生物菌替代化学农药技术研讨

会给出了解决方案。

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药械

处处长王凤乐，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

导组副组长、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

财，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吴礼树，中国农

业科学院植保所教授曹坳程，河南省植

保站站长李好海，河南农业大学植保学

院院长李洪连，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马

毅辉、河南亿诺航空科技公司董事长魏

宇峰，河南农贝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胡鉴及农贝得经销商代表共800余

人参会。

会上，吴礼树、魏宇峰、曹坳程、胡

鉴分别就《微生物菌剂的发展与前景》

《环境友好的土壤熏蒸与活化技术》《菌

绿通产品功效及研发推广意义》《应用

生物植保，实现双减计划》等话题发

言。社旗县杜学云、封丘县张玉魁等经

销商分享了“菌绿通”微生物菌剂在当

地作物上良好表现和增收案例。李晓

钊、李向辉等10名经销商分别荣获推广

优秀奖、推广特殊贡献奖、示范实验贡

献奖。现场订购环节，经销商纷纷出

手，掀起抢购热潮。

据了解，“菌绿通”采用大田发酵，

保障了活菌进田；在发酵过程中加入鱼

蛋白和单糖，供活菌生存；益生菌数量

巨大，发酵后每克含量可达20万亿个以

上。胡鉴介绍，通过在多个市县的实地

考察和在各类农作物上的应用，“菌绿

通”显示了防治病虫害速度快、不复发、

无抗性等特点，综合效果基本与化学农

药相当。

本报讯 （记者刘彤）11月 30日，

2019绿色生资发展论坛在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召开。会议由中国绿色食品协

会主办，以“发展绿色生资助力质量兴

农”为主题。来自部分省、市绿色食品

管理机构和绿色生资企业、绿色食品企

业（基地）的相关负责人200余人参会。

绿色生资是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的

简称，是指获得国家法定部门许可、登

记，符合绿色食品生产要求以及《绿色

食品生产资料标志管理办法》规定，经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审核，许可使用特定

绿色生资标志的生产投入品。绿色生

资标志的使用范围，包括肥料、农药、饲

料、兽药、食品添加剂及其他与绿色食

品生产相关的生产投入品。

本次论坛以主旨报告、主题发言、

专题发言、典型发言等形式展开，旨在

交流各地推动绿色生资发展的实践方

法，分享绿色生资示范推广的成功经

验，扩大绿色生资的品牌影响力，探讨

绿色生资事业的前进方向，促进绿色生

资的改革和创新，助力农业绿色发展和

质量兴农。

多年来，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中心（河南省绿色食品发展中

心）积极组织安全、优质、环保的农业

投入品生产企业申报绿色生资，并引

导促进绿色生资与绿色食品原料标

准化基地、绿色食品企业有效对接，使

得河南省绿色生资工作在全国处于领

先水平。

11月24日，在辉县市赵固乡后田庄村菜农王软花的日光温室蔬菜大棚内，河南科技学院教授、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专

家王广印（右）查看了番茄生长情况，分析了茄果着色不匀与畸形果形成的原因，传授了防治措施，通过指导农民科学种植助力精准脱

贫。毕兴世摄

注意防止受潮

尤其是粉剂农药，受潮后会导致药效降

低，因此一定要将打开包装的粉剂农药重新

密封，保存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并注明农药名

称。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不同种类的药剂

混放，以免来年用错，致使作物遭受药害。

注意防止被冻

乳剂农药和水剂农药应单独贮存，若

放置在储存室内，要关紧门窗注意保温，

防止药剂冻裂或因寒冷而出现沉淀、结块

等现象，保证液体农药安全过冬。

注意防止挥发

一些液体农药容易挥发，保存时一定

要把瓶盖拧紧。另外，农药不要和化肥存

放在一起，特别是粉剂农药不要与碳酸氢

铵放在一起。因为许多农药遇到碱性物

质后会分解失效，而碳酸氢铵在常温下能

放出氨气，产生碱性的氢氧化铵。

注意防止中毒

一定不要把农药与粮油等食品放在

一起，以免污染食品或拿错，危害人身安

全。（张霞）

获嘉大白菜

科技齐助力 铸就大产业

原产于我国的大白菜，
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蔬
菜 ，2018 年 种 植 面 积 约
3934 万亩，产量 10506 万
吨 ，占 蔬 菜 总 产 量 的
14.4%。大白菜也是北方冬
贮数量最多的蔬菜，在均衡
市场供应、稳定蔬菜价格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大白菜是我省典型的大
宗蔬菜，常年种植面积约260
万亩，播种面积约占全省年蔬
菜播种总面积的11%，产量约
900万吨，在所有蔬菜中排名
第一。

从优质品种选育，到新
技术的推广应用，省“四优四
化”科技支撑行动、省大宗蔬
菜产业技术体系、省叶类蔬
菜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三
方“齐上阵”，助力获嘉县大
白菜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董豪杰

11月23日，获嘉县第二届白菜文化

艺术节上，鸿发种植合作社的展台被团团

围住，新科翠玉、豫白CR等优质大白菜让

参观者目不暇接。合作社负责人一边介

绍一边打包，“两棵白菜10块钱”，购买者

络绎不绝。另一边，纸盒包装好的大白

菜，通过网络销售，两棵能卖到19元。

获嘉县太山镇党委书记汪文军介绍，获

嘉大白菜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有500多

年的种植历史，当地拥有适宜大白菜生长的

“蒙金土”，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病虫害少，

区域内无污染源，独特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获

嘉大白菜营养丰富、口感甜脆的特点。

在太山镇太山村，多种大白菜新品

种不同播期的展示，大小不同、颜色不

同、口感不同的大白菜让参观者眼前一

亮。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团队成员、新乡市农科院蔬菜所所长原

让花介绍，这里展示的新科小包26是新

乡市农科院选育的优质大白菜新品种，

其矮桩叠抱、软叶率高、结球紧实等特

点，深受当地种植户喜爱，也赢得了市场

青睐。在稳产、抗病，耐旱、耐肥水的同

时，也弥补了小包23品种不耐裂的缺点。

太行镇沙窝营村的刘万根，种植大

白菜超过30年，而近三年来，他从老菜农

变成了新农人。80亩大白菜收获在即，

刘万根兴奋不已，“用上高科技，成本低了

产量高了，人工少了品质提升了。”

从2017年开始，在专家的指导下，刘

万根开始选用大白菜新品种小包23、小

包26等。从去年开始，他又陆续用上了

水肥一体化、播种机直播等新技术。刘

万根从地头拿起一截黑色软管介绍说，

这就是去年开始试用的滴灌，“采用滴灌，

浇地不进地，减轻劳动强度的同时，病虫

害也明显减轻，大大降低了农药用量。”

今年大白菜种植季节，刘万根还用

上了播种机。“大白菜播种是最耗费人工

的环节，以前80亩大白菜仅播种就需要

200个工，而现在用播种机只需要12个

工。”刘万根介绍，在新品种、新技术的“配

合”下，每亩增产1000多斤，成本却更低

了，周边几个村的种植户纷纷前来“取

经”。

辉县 蔬菜专家田间授技

冬季保管农药
四注意

金正大亮相全国植保会

□本报记者黄华

“亲土种植”引领植保新潮流

11月22日，第三十五届中
国植保双交会（简称全国植保
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会
议以“减量控害、安全发展”为
主题，旨在进一步加快推动绿
色植保建设，有效发挥绿色植
保对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保
障作用。

本届全国植保会吸引了先
正达、富美达、拜耳等一批全球领
先的农资、农业企业参会，参展
企业达1000多家，参会人数达
10万以上。作为中国领先的现
代农业企业，金正大集团携旗下
品牌亮相全国植保会，全方位展
现包含“改土养地、减肥增效、品
质提升、综合服务”四部曲的
“亲土种植”中国方案。

如何在“药肥双减”的前提下保证粮

食增产、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是国家对植

保领域企业提出的新要求，而“亲土种植”

理念所倡导的“改土养地、减肥增效、品质

提升、综合服务”正呼应了国家要求。

在全国植保会上，金正大集团以“亲

土种植富养天下”为主题，展示了率先倡

导的致力于作物优质高产和耕地质量提

升双目标的亲土种植理念和解决方案，

受到展会现场客商的高度关注。

金正大集团带来了聚焦“改土养地”

的亲土1号土壤改良系列产品，包括土壤

调理菌剂、作物专用液体土壤调理剂等

土壤改良新产品，长效营养液、聚磷复

合肥、聚磷酸中微量元素肥等养分高效

利用新产品；以作物“品质提升”为展出

亮点的品牌，主要有动能磷、聚能磷及壳

寡糖系列产品等，多种产品系列合理搭

配形成全程营养解决方案，为作物品质

提升提供保障；主打减肥增效的沃夫特

品牌带来了包括“巨能省”系列产品在内

的几大明星系列产品；“磷”技术领先的

“聚能磷”系列产品和“动能磷”系列产

品。

创新现代农业服务模式的金丰公

社，作为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典型案

例，更是在全国植保会上吸引了众多目

光。已连续两年推广“全城免费打”植保

托管服务的金丰公社，在全国植保会上

带来的2020年“打爆全城”的植保服务

策略，不仅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缺乏无人

务农的问题，还能有效实现粮食增产和

农民增收，受到了观众的追捧。

核心提示

白菜不再“白菜价”

老菜农变成新农人

专家共同把脉问诊

核心提示

植保会上“亲土种植”受关注

金正大产品引领植保新潮流

极喷产品全国植保会上受关注

农贝得研讨化学农药替代技术

●11 月26日～27日，全国肥料和土

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 SAC/

TC105及其肥料分会归口的11项国家标

准、3项行业标准送审材料进行了细致认

真的审查，并达成了一致意见。最终13项

标准通过审查，即将进入报批阶段。

●近日，农业农村部《关于肥料包

装废弃物回收利用指导意见》公开征求

意见。意见显示，到2022年，实现在全

国建设100个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

示范县。示范县 50％以上的行政村开

展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工作，回收

处理率达80％以上。

●近日，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数字

农业分会正式成立。该分会由30多家企

业共同发起成立，数字农业分会将以产业

为主导，引导传统农业转向数字农业，以农

业大数据为基础，进而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11月26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先试支撑体系建设管理办法

（试行）》。办法要求，健全绿色农资经营网

络，增加有机肥、新型生态肥料、低毒生物

农药等绿色投入品供给。加大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绿色种养技术的培训，引导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主动推行绿色生产方式。（本报综合）

信息速递

我省各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纷纷挂牌

绿色生资发展论坛在郑州召开

近日，商丘市、鹤壁市、三门峡市

等地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纷纷挂

牌成立，我省农业领域执法水平将大大

提高。

2018年以来，国家及我省先后出台

文件，不断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推动全省农业执法机构规范设置、

执法职能集中行使、执法人员严格管

理、执法条件充分保障。

据悉，各地新组建的市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将兽医、兽药、畜禽屠宰、种

畜禽、种子、中药材、食用菌、化肥、农

药、水产、农机、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

转基因生物安全(养蜂养蚕)、高标准农

田田间工程保护以及农村宅基地、饲料

及饲料添加剂、动物卫生监督、植物检

疫等18项分散在农业农村部门内设机

构及所属单位的行政处罚以及与行政

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监管职

能剥离，由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以农

业农村部门的名义统一执法。同时，县

级政府也将整合组建执法队伍，承担区

域范围内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改

变重审批轻监管的行政管理方式，把更

多行政资源从事前审批转到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上来。（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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