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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雪寒潮天气来袭
棚室蔬菜该咋管理

规模、地点、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动

肥企应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国家监督抽查结果公布

25批次有机肥不合格

氮磷钾肥
冬季施用有讲究

商丘 农技培训进大棚

及时加固棚室。要及时对日光温室、

塑料大棚等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发现破损

及时更新、维修或加固，确保生产设施的

安全稳固。可采取修补农膜破洞、增加支

撑骨架、压紧压膜线或保温被等措施。

清除棚顶积雪。降雪期间应及时除

雪，防止积雪压塌棚室。在强降雪天气，

无法除雪的棚室，当棚顶积雪达20厘米

以上时，可每隔3～5米将薄膜划一道口

子，使雪落到棚室内，防止压塌棚室，造成

更大的损失。对于连栋温室，除雪的最好

办法就是加温，融化棚顶上的积雪。

防止二次灾害。积雪融化期间，要防

止设施倒塌发生二次灾害。要注意的是，

积雪堆积在棚室前沿、后墙、两侧时，如果

棚室间距小，积雪可能会压塌棚室下部的

骨架；随着积雪融化，雪水可能会流入棚

室，导致地温降低，甚至造成地基松动；如

果棚室后屋面不平，或者卷苫机固定处有

缝隙，雪水也会浸入，损坏后屋面；后墙根

基处如长期堆放积雪，也会对墙体造成影

响。雪后晴天，应尽快检查棚体，特别是

骨架连接处、与后墙固定处、与底脚固定

处有无变形、松动，发现问题及时加固。

□漯河市召陵区农业农村局 李智广李晓丹

每到冬春季节，雨雪寒潮等灾害性
天气会对棚室蔬菜生长产生不利影
响。提前做好预防措施，确保棚室蔬菜
生产不受冻害，是取得稳产丰产的关
键。广大种植户应从确保设施安全、加
强田间管理等方面着手做好防范。

做好防寒措施。雨雪天气，棚室内

低温寡照，植株生长缓慢，严重的甚至会

遭受冻害，因此一定要做好防寒措施。

一是要增加保温措施。如，在棚室内增

设二道幕、小拱棚，覆盖地膜和秸秆；在

棚室内部的南沿，可以从东到西加一层

两米宽以上的薄膜；在温室后部可张挂

反光幕，以增加光照，提高温度；可在大

棚四周挡草苫等保温；对于植株较矮或

还没有搭架的蔬菜，可以在植株上直接

覆盖一层农膜保温。二是要在连续晴天

时提前浇水，为棚室内土壤蓄热和保

湿。同时，可以喷洒防冻剂，为植株穿上

一件“防寒衣”，扩大植株根系量，提高植

株吸水吸肥能力，提高防寒能力。三是

要采取安全有效的增光补温措施。遇极

端降温天气时，有条件的棚室可临时加

温和补光，如用燃烧块加温、用LED灯补

光等，保证作物需要的最低温度和光照

时间。对于育苗温室，应增加晚上加温

和补光时间。

合理揭苫（被）。即使连阴天，白天

也要揭苫（被），使棚室内适当见光，可晚

揭早盖。天气骤然放晴时，要采取间隔、

交替揭开的方式使棚室蔬菜逐渐适应外

界环境，不要将草苫或保温被全部揭开，

防止作物叶片在强光下失水萎蔫。如果

出现萎蔫现象，要及时盖上苫（被）和喷

洒叶面肥。

科学肥水管理。雨雪天气下，一般

不浇水施肥，确需浇水施肥的，尽量选在

晴天中午进行。最好采用膜下暗灌或者

滴灌，避免增加棚室内湿度。

加强控湿防病。持续雨雪天气，温

室内空气湿度大，易诱发病害，应在中午

短时间通风排湿，防止病害发生。特别

注意，棚室温度处于15℃～25℃时，空

气相对湿度一定要控制在 90%以下。

一旦病害发生，可选用烟雾剂类、粉尘剂

类药物防治，避免引起棚室内空气湿度

升高。

适当控制结果。持续雨雪天气，植

株生长发育受到抑制，长势较弱，要适当

疏花疏果，对达到采收标准的果实要及

早采收，以减轻植株生长负担。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肥料制造

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根据清

单，各肥料生产企业建设项目如规模、建

设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

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

该清单适用于磷肥、钾肥、复混肥（复

合肥）、有机肥和微生物肥制造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氮肥制造执行化肥

（氮肥）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相关规

定。根据清单，各肥料生产企业建设项目

发生以下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

——规模。磷酸（湿法）、磷酸一铵、

磷酸二铵、过磷酸钙、重过磷酸钙、硝酸磷

肥、硝酸磷钾肥、钙镁磷肥、钙镁磷钾肥等

主要磷肥产品生产能力增加10%及以

上。氯化钾、硫酸钾、硝酸钾、硫酸钾镁肥

等主要钾肥产品生产能力增加30%及以

上。化学方法生产的复混肥（复合肥）产

品总生产能力增加30%及以上，或物理

掺混法生产的复混肥（复合肥）产品总生

产能力增加50%及以上。有机肥和微生

物肥料总生产能力增加30%及以上，或

单一品种生产能力增加50%及以上。

——建设地点。项目（含配套固体

废物渣场）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

（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大气环境防

护距离内新增环境敏感点。

——生产工艺。新增肥料产品品

种，导致新增污染物项目或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磷酸（湿法）生产工艺由半水-二

水法或二水-半水法变为二水法。复混

肥（复合肥）生产工艺由物理掺混方法（团

粒型、熔体型、掺混型）变为化学方法（料

浆法）。主要生产单元工艺发生变化，或

原辅材料、燃料发生变化（燃料由煤改为

天然气除外），并导致新增污染物项目或

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环境保护措施。废水、废气处

理工艺或处理规模变化，导致新增污染物

项目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废气无组织排

放改为有组织排放除外）。锅炉烟囱或主

要排气筒高度降低10%及以上。新增废水

排放口；废水排放去向由间接排放改为直

接排放；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

境影响加重。固体废物种类或产生量增加

且自行处置能力不足，或固体废物处置方

式由外委改为自行处置，或自行处置方式

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风险防范

措施变化导致环境风险增大。（本报综合）

1月6日，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乡王村蔬菜大棚里，该区农业农村局蔬菜专家付秋莉正在向菜农传授西红柿整枝打杈技术。近期，

气温骤降，给蔬菜生长带来了不利影响，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大棚开展指导，帮助种植户做好大棚保暖和田间管理等工

作。 陈臣杨艳摄

本报讯（记者肖列）1月2日，由青

岛欧非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岛欧非亚）主办的七州城林功能肥

“三免一高”新品发布暨巨惠活动在太

康县举行。青岛欧非亚公司董事长王

刚、总经理王玉廷，七州城林太康经销

商总经理刘海港以及来自太康县23个

乡镇的零售商、种地大户800余人参加。

会上，王刚、刘海港分别就《七州

城林功能肥“三免一高”新品功效、特

点》《市场营销与巨惠活动方案》话题

作主旨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欢迎；来

自太康县龙曲镇、王集乡等地的10名

乡镇经销商和种地大户，分享了七州

城林功能肥在小麦、玉米、花生、西瓜

等作物上突出的肥效和杀虫防病的功

效。在新品订购及巨惠活动中，众多

零售商、种地大户纷纷出手，现场掀起

抢购热潮。

据了解，七州城林功能肥“三免一

高”系列新品是青岛欧非亚公司汇聚顶

尖科技力量，助推农业绿色发展而推出

的新一代控释抗虫全能力型功能肥。

七州城林功能肥利用专利科技“TZ+1

诱导剂”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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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营养全面、肥效突出、

杀虫防病、抗旱抗倒等功效，广泛适用

于小麦、玉米、花生、水稻等大田作物及

甘蔗、瓜果等经济类作物。

本报讯（记者肖列 通讯员冯金垒
王卫强）近日，卢氏县朱阳关镇杜店村

杨帅民家的小院里围了不少人，本村的

中华保险协保员正在指导菇农加工锯

末、筛选防病虫药品等香菇栽培技术。

像这样活跃在卢氏田间地头的中华保

险协保员目前共有78名。

2017年，中华保险卢氏支公司经国

家保监会批准，因地制宜开发了香菇互

助、烟叶高保障、肉牛肉羊卢氏县政府

财政配套、享受省级财政奖补等四项具

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保险业务，承担着当

地农业产业金融扶贫任务。

在开展香菇互助保险业务中，中华

保险卢氏支公司在当地招聘有担当精

神、有科技意识的78个贫困户担任协保

员并发放工资，邀请食用菌栽培技术专

家对协保员进行香菇栽培技术培训。这

些协保员，一方面宣传保险政策开展保

险业务，一方面给菇农进行技术指导，提

高了菇农的收益，深受大家信赖和欢迎。

三年来，中华保险为2393户受损菇

农提供1455万元赔款，解除了菇农的后

顾之忧，有力地支持了当地香菇产业的

发展，成为卢氏县金融扶贫产业发展的

一支有生力量。

本报讯（记者肖列）在种业寒冬、

品种井喷、竞争加剧背景下，种业同仁

如何加强合作、勠力前行？1月3日，在

郑州市举行的河南省种子协会年度总

结及行业发展趋势座谈会上，众多省内

外种业大咖、专家学者聚焦种业热点话

题，“把脉”产业发展方向，助力河南现

代种业高质量发展。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经济学博

士谷建全，河南省种子协会会长、河南

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广华，

河南省种子协会副会长李继军、李记

录，秘书长李相如等专家领导和河南顺

鑫大众种业、九圣禾新科种业、滑丰种

业等国内知名种企、河南省种子协会会

员单位负责人近100人参会。

会上，康广华、李相如、李记录分别

就“协会2019年工作情况及2020年工

作计划”“协会财务收支情况”等话题作

主旨发言；李继军与成林广、孙志军、吕

庆丰等企业负责人剖析问题、探讨思

路、寻找对策，共话种业发展大计；谷建

全就“当前我国、我省经济发展的新走

向、新战略、新特征与新任务”作专题讲

座，受到与会代表欢迎。

河南是农业大省，河南种业发展影

响着全国种业发展。作为国内有影响

力的省级行业协会，河南省种子协会此

次会议成功召开，对河南种业健康、快

速发展意义重大。

省种子协会召开年度总结及行业发展趋势座谈会

聚焦行业热点 探寻高质量发展

冬季气温低且雨量偏少，在肥料施用

上应注意合理选用肥料，采用正确的施用

方法，才能发挥肥效，满足作物生长需要。

冬季施用氮肥。农作物在0℃～32℃

的环境温度范围内，吸收肥料的数量、速

度与土壤温度成正相关，低于0℃或高于

32℃，吸收能力会逐步下降。因此，选用

肥料时要用速效性肥料作追肥。氮素化

肥可选用碳酸氢铵，它的溶解度大施入土

壤后，即使在5℃以下也能分解产生被作

物直接吸收利用的铵离子和碳酸氢根离

子，所以在冬春季低温时施用碳酸氢铵，

能很快被作物吸收利用。试验表明，碳酸

氢铵深施后覆土，利用率可达54%左右，

且肥效发挥快。而尿素属酰胺态氮肥，施

入土壤后不能直接被吸收利用，需转化为

铵态氮后才能吸收利用，且转化的快慢受

到温度的影响，当土壤温度为10℃时，尿

素转化需要7～10天，随着温度下降尿素

转化所需时间越长。因此，冬季和早春阶

段施用尿素效果远不如碳酸氢铵好。

冬季施用磷肥。冬季施用磷肥最好

选用过磷酸钙。过磷酸钙含14%～20%

的五氧化二磷，其中80%～95%为易溶于

水的可溶性磷，肥效快于钙镁磷肥。在冬

季，小麦、油菜、蚕豆等，宜用过磷酸钙作

追肥，其中可溶性速效磷能被作物迅速吸

收利用，提高冬作物的抗寒性。如果将过

磷酸钙与农家肥堆沤后混施，可减少磷肥

与土壤的接触，减少磷的固定，提高施磷

的有效性。需注意的是过磷酸钙对冬季作

物不能用水冲施，这是因为用水冲施时，它

会滞留在地表，并与土壤中的钙、镁、铁、铝

等相互固定，生成不溶于水的和不能被作

物吸收的沉淀物，大大降低肥效。

冬季施用钾肥。冬季施用钾肥，可选

用氯化钾（但忌氯作物如番茄、马铃薯等生

长中后期宜选用硫酸钾），施用复合肥时可

选用45%三元复合肥。冬季大棚施用钾

肥可选用富含钾素的草木灰作根外追肥，

亩用草木灰15~20公斤加清水50公斤，浸

泡过滤后叶面喷施浸出液。或者将草木灰

撒施于棚室内的蔬菜行间，既可供钾，又能

吸湿降低大棚内的湿度，抗病防病。

在冬季气温低时，可选用迟效的堆肥、

塘泥、厩肥等有机肥作腊肥，可提高地温。

在气温相对较高时，抢晴天配合施用碳酸氢

铵、氯化铵等，做到化肥与有机肥配合施

用。若施用饼肥作腊肥的，以亩施40～50

公斤为宜。施用时如遇到冬季干旱，应结合

抗旱浇水，以水调肥，效果更好。（李翠英）

1月3日，农业农村部官网发布了

《关于公布肥料登记产品检验检测机构

名单的通知》。通知显示，经检测机构

自愿申报、材料初审、专家评审、结果公

示等程序，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北京）等15家检验检测机构，取得农业

农村部肥料登记产品样品检验检测资

格，资格有效期3年。

15家检验检测机构分别是，国家化

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山东省产

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肥料质检中心、农业农村部肥料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成都）、农业农村部肥

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农业

农村部肥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杭

州）、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农业

农村部微生物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

心（武汉）、农业农村部微生物肥料和食

用菌菌种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东

省微生物研究所（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

测中心）、贵州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上海化工院检测有限公司（国家化学品

及制品安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化

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中国检验

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南京理

工大学化学材料测试中心/国家民用爆

破器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塑料制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本报综合）

本报讯（记者刘彤）2019年12月

3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通报

了2019年童鞋等51种产品质量国家监

督抽查情况。根据通报，近期，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抽查了22个省（区、市）

200家企业生产的200批次有机肥料产

品，其中25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

现率为12.5%。

通报显示，此次抽查采取了“双随

机”的抽查方式，并且实施了抽检分

离。招标遴选抽样检验机构，通过“双

随机”信息化系统，随机确定抽查企业，

随机匹配检验机构。除现场检验外，产

品抽样工作和检验工作交由不同机构

实施。重点对总养分（氮+五氧化二

磷+氧化钾）的质量分数、有机质的质

量分数、酸碱度、总砷、总汞、总铅、总

镉、总铬、蛔虫卵死亡率、粪大肠菌群

数、包装标识等11个项目进行了检验。

梳理发现，本次抽查主要对总养分

（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的质量分数、

有机质的质量分数、重金属含量、包装

标识、酸碱度等进行检验。25批次有机

肥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重金属含量超

标、有机质的质量分数不足、包装标识

不规范。其中，重金属含量超标的有9

批次、有机质的质量分数不足的有8批

次、包装标识不规范的有6批次。

对本次抽查中发现问题的生产企

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依法

严肃处理，并加大后续跟踪监督检查力

度。同时，将把不合格产品情况通报地

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督

促企业依法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引导企业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

维护产品质量安全。

肥料登记产品检验检测

认准这15家机构

卢氏县

78名贫困户当上协保员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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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州城林功能肥

“三免一高”新品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