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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科学谋划产业发展

选购朝天椒种子注意啥

核心提示

马克托尼功能肥

优势出众 备受青睐

1月19日，内黄县梁庄镇牡丹街村

温室大棚内，种植大户董肖伟正在忙着

采摘黄瓜。“今年行情好，收购价比往年同

期高出不少，我这两个棚有十六七亩地，

采用黄瓜苦瓜套种模式，预计收入可达

35万元，又是一个丰收年。”董肖伟谈起

大棚种植瓜菜信心十足。

近年来，梁庄镇采取土地统筹、资金

协调、技术扶持、拓宽销路等措施，鼓励农

民种植温棚瓜菜，打造梁庄镇特色蔬菜

品牌。目前，该镇已发展1.8万亩温棚黄

瓜，仅冬季黄瓜一项产值就高达7亿元，

助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刘院军摄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品

种，任何一个品种都有缺点和优点。因

此，要对朝天椒的品种特性深入了解，在

栽培管理中弥补品种缺点，让良种搭配

良法实现良好的收成和效益。

按照品种特性种植才能发挥品种的

优点，违背品种特性则会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如，在定植时，有些朝天椒品种要

求稀植，有的则要求密植。

本报讯（记者肖列）“马克托尼功能

肥不仅营养全面、持效期长，还能免除

作物生长期内拌种、打药和追肥的投

入，给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高收益。”1

月15日，滑县牛屯镇种地大户郭小亮高

兴地对记者说。

马克托尼功能肥出众的肥效和施

用后作物稳产高产的表现，得到了越来

越多农户的青睐和认可。一年前，郭小

亮在滑县经销商罗雨民的示范带动下，

在6亩玉米上试用了马克托尼功能肥。

当季，郭小亮种植的玉米根系发达、长

势旺盛，收获的玉米产量高、品质好，每

亩增收200多元。如今，在郭小亮的示

范下，当地众多种植大户对马克托尼产

品的增收效果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争

先预订春季肥。

马克托尼功能肥是青岛欧非亚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汇聚多个顶级科研团

队智慧，成功研发出的“一季底施，全

季防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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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营养全面、杀虫防病、

抗旱抗倒等功效，适用于小麦、玉米、

花生、水稻等大田作物和甘蔗、果蔬等

经济作物。

据悉，除创新产品外，青岛欧非亚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今年还将不断强化

服务，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围绕粮食

主产区域和重点乡镇建设示范田，实施

“一村一示范”“农作物高产增效解决方

案”等举措，联合核心经销商举行观摩

会、农民会、促销会等，指导农民科学施

肥，有效提高作物产量。

一问原材料来源
不主张只用畜禽粪便作原料直接

搅拌制作的有机肥，虽然其中含有大量

有机质，但因为集约化养殖畜禽，某些

饲料中也可能残留对食品安全有隐患

的物质。推荐使用的原料是：动物蛋

白，如工厂化加工的动物残体、毛皮等；

植物蛋白，如油枯、豆粕残渣等。

二看制造工艺
看所使用的原材料是否充分发酵

腐熟，是否添加有益生物菌群，是否具

有缓释、控释长效性，是否会产生过量

酸、碱、盐及其他造成根系伤害隐患的

其他物质，包装是否规范等。

三检查检测检验报告
看原材料及产品是否符合行业标

准和国家标准，是否取得了国家权威机

构的检测报告。特别是要关注一是重

金属铅、镉、铬、砷、汞等是否超标；二是

有害细菌是否超标；三是有无其他有毒

有害物质；四是是否取得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颁发的肥料正式登记证。

此外，如果使用未进行发酵、分解

腐熟的有机质原料作肥料，容易发生

“烧根烧苗”现象。因此在使用前，必须

经过充分发酵分解腐熟和无害化处理

过程，有四个步骤：一是有机质原料在

发酵前保持适当的含水量。二要添加

含有益菌种的有机物腐熟剂。三是采

用厌氧或者好氧发酵，厌氧发酵，就是

俗称“堆沤”。最后是降温散热后直接

或搭配其他肥料施用。 （综合）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2020年工

作会议上透露：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达到59.2%，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超过70%，主要农作物自主选

育品种提高到95%以上。2019年我国

农业科技论文总体竞争力和专利总体

竞争力均居全球第二。

“当前，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

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广泛

渗透到农业农村各领域，全球新一轮农

业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农

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

长唐华俊指出，作为农业科研国家队，

中国农科院将系统梳理全院科技创新

重点任务，突出重大科学问题和前沿

性、颠覆性、关键共性技术，组织实施30

项左右重大科技任务联合攻关，推动优

势科技资源集聚和重大成果产出。

伴随我国农业开展的化肥使用量

零增长行动，一场“减肥增效”的绿色转

型升级正在化肥行业快速推进——尿

素、磷铵、复合肥等大宗化肥进入转型

期。2019 年全国增值肥料总产量达

10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绿色高效

肥料品种。

这是从1月10日召开的化肥增值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2019年年会上了

解到的情况。增值肥料是指利用腐植

酸、海藻酸、氨基酸等生物活性增效载

体，与尿素、磷铵、复合肥等大宗化肥

科学配伍生产的肥料增值产品。与常

规肥料相比，增值肥料对粮食作物的

增产潜力在14%以上，减肥潜力则超

过10%。

日前，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在加快

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表示，从

2007年中央财政启动农业保险补贴以

来，农业保险市场规模迅速壮大，保障作

用有效发挥，截至目前，已累计支付赔款

2400多亿元。

梁涛说，2019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

收入有望达到680亿元，提供风险保障

3.6万亿元，农业保险业务规模稳居亚洲

第一；目前全国农险承保的农作物品种

270余种，基本覆盖了各个领域。2008

年以来，农业保险累计向3.6亿户次受

灾农户支付保险赔款2400多亿元。

根据2019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农业

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今年我国

将持续推进农业保险提标、扩面、增品，

扎实推进稻谷、小麦、玉米大灾保险试

点、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支持

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地方特色优势农产

品保险，不断提升保障水平。

据中国海关初步统计数据，肥料出

口方面，2019年1月～12月，中国累计

出口各种矿物肥料及化肥2654.7万吨，

同比增加了10.9%；累计出口金额71.43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0%。

肥料进口方面，2019年1月～12月，

中国累计进口各种矿物及化学肥料

1110.4万吨，同比增加了16.9%；累计进

口金额35.2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9.5%。

2019年肥料进出口双双增长，与

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整体进出口趋势

吻合。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31.54万亿元人民币，比2018年增长

3.4%。其中，出口17.23万亿元，增长

5%；进口14.31万亿元，增长1.6%；贸易

顺差2.92万亿元，扩大25.4%。

内黄
温棚瓜菜促农富

又到购种季节，广大农
民纷纷开始选购适合自己
种植的朝天椒种子。

可在市场上，朝天椒种
子的包装花花绿绿，品种也
是五花八门，让农民眼花缭
乱，不知如何选购。

为了帮助农民选购优
良的朝天椒种子，取得良好
的收成和效益，笔者总结出
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核心提示

选购朝天椒种子时，应结合农技

部门意见，根据当地气候、土壤等生

态条件，选择适宜在当地种植的优良

品种。

再者，还要根据市场情况选购，不要

选择夸大宣传的朝天椒种子。

此外，朝天椒种植中不确定因素较

多，不能完全寄托在植保上解决问题，因

此应选择多抗品种，把种植风险降到最

低。如抗高温的早熟性品种，可以规避

朝天椒在生长中后期因高温干旱带来的

日灼病和虫害造成的损失。

降低风险 选择适宜在当地种植的优良品种

防备纠纷 购种时做到“一问，二看，三保存”

科学种植 良种搭配良法才能实现良好效益

购买朝天椒种子时，为杜绝买到假

冒伪劣种子，防备日后出现质量纠纷，应

做到“一问，二看，三保存”。

一问：根据你的种植需求，询问售种

单位该品种是否适宜自家耕地的土壤条

件。如，以干椒为主的三樱椒、子弹头型

朝天椒、新一朝天椒和鲜果加工型朝天

椒天宇系列等品种特性及种植要领，并

索要相关栽培技术资料。

二看：看售种单位“三证”（种子经

营许可证，种子经营委托书，营业执照）

是否齐全，代销的种子是否和实物相

符，种子包装袋是否规范。正规公司生

产的朝天椒种子，包装袋上面应标有品

种名称、生产厂商、地址、二维码及联系

方式、生产日期、生产许可证编号、经营

许可证编号、品种审定编号、净重量和质

量标准等。

三保存：指保存包装袋、发票等，万

一发生种子质量纠纷，以此为依据进行

索赔。

□安阳市内黄县六村乡

广军种植专业合作社杨广军

选购有机肥

要“一问二看三检查”

信息速递

去年我国增值肥料总产量 达1000万吨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达59.2%

我国农业保险累计支付赔款 超2400亿元

去年我国化肥出口量 增加10.9%

早在30年前，吕红宾家里就种有梨

树，去年返乡的他，在陕州区菜园乡承包

120亩土地，种起了红梨。在他看来，部

分农户的果园更像是“果林”，“一家一

户分散种植，往往缺少果园的标准化管

理，导致管理成本高、产品品质提升

难。”

“这棵树上部遮挡严重，首先要为果

树‘开天窗’，防止生长季遮挡下部光照”

“这棵树体较大，但枝条不合理，会导致

郁蔽，阻碍结果和生长”“小树时修剪，将

来能省去很多田间劳作”……1月18日，

专家们来到红旗村的梨园，一边讲解技

术，一边示范果树冬剪。

吕红宾介绍说，自己种植规模大，必

须采用省工省力的管理模式，才能取得

更高的效益，在专家的指导下，他决定采

用肥水一体化等技术。

王东升介绍说，省农科院开展的“四

有四化”科技支撑行动，就是要解决种植

户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难点，把先进的科

学技术带到田间地头，让种植户节本增

效，取得更高效益。今年，准备在当地开

展果树矮化密植栽培模式、肥水一体化、

绿色防控等技术示范，让种植户学到新

技术、用上新技术，从而提高效益。

□本报记者董豪杰

三门峡地处北纬35度
果品“黄金生产带”，有着“五
山四岭一分川”的独特地形，
适宜西洋梨生长的千山丘陵
土层深厚、土质肥沃，能够满
足优质西洋梨的生长需求。

二十年前，三门峡引入
优质西洋梨新品种，不断优
化种植结构。如今，早红考
密斯、三季梨、考西亚等早熟
品种占比从 7%跃升至
50%，并且形成了2个千亩
以上的种植基地和6个百亩
以上的种植基地。

2018年，陕州红梨获得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成为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张
名片，也成为当地独具特色
的优势产业。在种植面积不
断扩大的情况下，如何科学
谋划产业发展？国家梨产业
技术体系郑州试验站站长、
省农科院园艺所副所长王东
升研究员团队，以品种、栽培
模式、产品品质提升等为重
点，将科技带到田间地头，为
果农“把脉问诊”，助力陕州
红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这个梨是从冷库里拿出来的，好看

又好吃，来尝尝。”1月18日，三门峡市陕

州区张湾乡红旗村的一片梨园边上，果

农赵相明一边邀请大家品尝，一边讲起

了红梨带来的高效益。

作为西洋梨的一种，红梨颜色鲜红、

外形似葫芦、味道清甜，受到了众多消费

者的喜爱。赵相明介绍说，红梨六七月

份收获，上市较早，去年红梨成熟时，开

秤价超过每斤3元，即使在收尾阶段，价

格也在每斤1元左右，加上种植成本相对

较低，亩均纯收入超过7000元。

红旗村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时

间长，果品上色好、糖分高。

与当地许多村一样，多年前红旗村

以苹果种植为主，但红旗村600米左右的

海拔，更加适宜红梨种植，相比苹果种

植，红梨的种植投入更小，许多村民开始

砍掉苹果种上红梨。如今，红旗村大多

数村民已经改种红梨，集中连片种植也

引来了东北等地的客商上门收购。

从2001年开始，三门峡市西洋梨产

业进入发展“快车道”，种植面积快速增

加，总面积接近 2.5 万亩，总产量突破

4000万斤，产值超亿元。仅去年一年，陕

州区西洋梨种植面积增加7000亩，这也

引起了当地农业部门的担忧：在种植面

积快速扩大的情况下，如何稳得住、发展

好，保障盛果期到来时农民的种植效益？

三门峡市园艺工作总站站长李明雷

介绍，当地西洋梨以考西亚、早红考密斯

等早熟品种为主，品种相对单一；一家一

户的分散种植，使得栽培模式、种植技术

参差不齐，产品品质有待提升。

为此，王东升与烟台市农科院李元

军研究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徐凌飞教

授等省内外果树专家齐聚一堂，在三门

峡召开产业发展研讨会，针对当地西洋

梨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展开研讨，并

针对果农生产中存在的疑问一一解答，

指导果农科学种植、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李明雷介绍说，目前根据国内外西

洋梨市场发展形势，结合当地实际，下一

步，将按照“建基地、重管理、扶组织、创

名牌”的工作思路，在专家的指导下，扩

大种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升栽培技

术、提高产品品质，不断提高西洋梨产业

化水平。

砍掉苹果种红梨因地制宜

冷静思考谋未来快速发展

梨园内示范冬剪专家操刀

（本报综合）

省内外果树专家齐聚三门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