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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植保专家：早发现早防治降低流行风险

信息速递

杞县傅集镇

羊肚菌撑开“致富伞”
□本报记者董伦峰通讯员叶中琳

“种植羊肚菌，从搭棚、整地到选

种、通风、微灌每个环节要求都十分严

格。杞县种植羊肚菌的特别少，在傅集

镇就我这一家。”3月19日，在杞县傅集

镇西郑庄村九象农业种植基地羊肚菌

种植大棚里，放眼望去，平整湿润的菌

田中，一个个小伞般的羊肚菌破土而

出。基地负责人郑军强一边指挥贫困

户有序采摘羊肚菌，一边不停地向记者

介绍自己的致富经。

“羊肚菌是一种珍稀食用菌，因为

其表面凹凸不平像羊肚而得名，素有

‘软黄金’和‘菌中之王’的美誉。”郑军

强介绍，而成本低、见效快、效益高等优

势使他下定决心搞羊肚菌种植。

为了提高产量，郑军强远赴四川

“取经”，回来后刻苦钻研、反复试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郑军强终于研究出了

一套自己的高产经验，“如今，一个棚能

生产羊肚菌干货约30斤，毛收入1.5万

元，我这120个棚的羊肚菌毛收入就将

近200万元。”郑军强介绍，羊肚菌市场

价值高、销路广，目前主要销往郑州、广

东、福建、四川等地。

为了更好地带领村民增收致富，郑军

强成立了九象种植合作社，带领村民发展

起羊肚菌的种植。在技术传授方面，郑军

强有问必答、毫无保留，在基地用工方面，

优先给贫困户安排适合的工作。

“采摘、烘干、晾晒、分拣这些活我

都干过，一年能挣5000多元。”西郑庄

村脱贫户谢红霞因丈夫瘫痪曾是村里

的贫困户，在合作社务工的收入大大缓

解了她的经济压力。

如今，郑军强的合作社羊肚菌种植

规模达到60亩，从种植到销售形成了完

整的生产模式，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合

作社带动 28 户贫困户，每户年增收

5000元左右。

“我希望能进一步提升品质、提高

产量，对羊肚菌进行深加工，让更多人

参与到种植羊肚菌的行列中来，让羊肚

菌真正成为一项脱贫致富的支柱产

业。”放眼未来，郑军强信心满满。

作物发生病害，与种子生产经营者有关系吗

国家出台提高出口退税率政策惠及农药行业

192个原药22个制剂产品受益

3月22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

司相关专家介绍，今年小麦条锈病将偏早

偏重发生。在此之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已发布小麦条锈病防控预案，要求各地早

谋划、早预警、早准备、早防治，并提出应

急防治处置率要达90%以上。

河南省常年小麦种植面积超过8500

万亩，占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上，抓好

小麦条锈病等重大病虫害防控，对稳定全

年粮食生产、确保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农业

丰收至关重要。

“近期由于气候适宜、外来菌源持续

大量传入，本地菌源不断积累，小麦条锈

病在我省扩展蔓延速度明显加快，小麦条

锈病的防治进入了关键阶段。”省植保站

有关专家介绍，省气候中心预测3～5月

我省气温适宜、降水偏多，对病害扩展蔓

延极为有利；同时，外地菌源将持续大量

随西南气流进入我省，加之本地早发田、

重发田病害的二次、三次再侵染，我省春

季小麦条锈病存在较大的流行风险。

根据河南植保信息，截至3月17日，

我省南阳、信阳、周口、驻马店、平顶山、漯

河、许昌等7个市的30个县（市、区）70多

个乡（镇）已发现小麦条锈病（不完全统

计）。淅川、唐河、新野等部分早发、重发

田已开始局部流行，其他市县目前尚处于

点片发生阶段，大多数为发病中心。新发

现的病点，多为上部叶片发病，且病菌夏

狍子堆鲜亮，表明均为外部菌源侵染。

省植保站有关专家提醒，防治小麦条

锈病的关键在于“早发现早防治”，要坚决

落实“准确监测，带药侦查，发现一点，控

制一片，发现一片，防治全田”的防控策

略，及时控制发病中心，努力延缓病害流

行速度，降低流行风险。当田间平均病叶

率达0.5%～1%时，及时组织开展大面积

应急防控，并且做到同类区域防治全覆盖，

应防尽防，最大程度减轻病害损失。

小麦条锈病防控时间紧，技术要求

高，只有预防才能控制病害流行，且防治

窗口期短，实践证明开展大规模统防统治

防治效果较好。省植保站有关专家建议，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规模化自防自治，并

示范带动周边农民开展科学防控。

据悉，今年河南省财政已安排1亿元

农业发展资金，专门用于豫南地区小麦条

锈病等病害的统防统治补助；河南省农业

农村厅、省财政厅将联合下拨9600万元

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用于各地开展重

大病虫害的监测预警、统防统治、宣传培

训。各市县财政也将安排专项经费，支持

小麦条锈病等病害的防控，全力夺取夏粮

丰收丰产。

种子标签标注要真实

据《中国蔬菜病虫原色图谱》记录，

黄瓜、番茄、辣椒、西瓜等作物病害均在

几十种之多，并且新病种仍在不断被发

现。作物病害属自然灾害，按病理学分

生理性病害和病毒性病害两种。但是

同一作物的不同品种，对同一病原侵害

所产生的抗性不同。比如，一般黄瓜

早熟品种表现的特征是早期质好量

多，但对于霜霉病的抗性较差，容易在

结瓜早期感病，枝蔓还没爬上架就全

株枯死，从而造成减产甚至绝产，而对

霜霉病抗性强的黄瓜品种却往往早期

产量不佳。

相关法律专家强调，种子生产者应

在包装标签上如实描述品种的“抗病

性”，以提醒种植者注意防范病害；种植

者对品种“抗病性”享有知情权，并根据

品种不同的抗性选择所需种子。

但长期以来，有不少种子生产者为

了便于产品销售，夸大品种“抗病性”，更

有甚者宣称终生不感病。这种容易引起

消费者误解的虚假宣传，使种植者放松

了对该病害防治的警惕，容易给田间生

产造成损失，应承担标签标注不实的责

任。这就属于《种子法》第四十六条中

“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构

成的损失，该虚假标注就与侵害结果之

间构成了因果关系。

“防疫对象”病种要检疫

病毒性病害又分原常发性病害和新

发生病害。原常发性病害是已经发生过

的，人们对它的发病机理、防治措施有一

整套的成功经验，并被记录在案的病

害。新发生病害可以分为两种，有的被

农业农村部门划定为“防疫对象”，还有

的未被划定为“防疫对象”。

相关法律专家介绍，发生在成都市

新都区西瓜作物上的“黄瓜绿斑驳花叶

病毒”就在农业农村部门划定的“检疫

对象”的范围内。划定在“检疫对象”范

围内的病害造成的损失，与种子生产经

营者在种子生产调运时，是否经过产地

检疫和调运检疫就构成了直接的因果

关系。未被划定在“检疫对象”范围内

的病害，虽然按要求在生产调运时需要

检疫，但这与是否检疫，没有了直接的

关联性。

在成都市新都区西瓜种植案件中，

相关法律专家表示，种子生产者提供的

该批次种子的产地检疫证书和调运检疫

证书，均表明该批次种子不含该案所涉

的病毒，因此该案发生的病毒侵染损失

与种子生产者没有关联性；而该案所涉

的育苗场无合法主体资质，也无苗木产

地检疫证书和调运检疫证书，违反了《植

物检疫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强制性规

定，又根据《种子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推

定，构成劣质种子。

这提醒广大种子生产经营者，要严

格依法认真履行种子生产调运检疫程

序，并将已开具的《检疫证》长期妥善保

存，以备遇到纠纷时有据可查。

非“防疫对象”病种要辨清

关于发生在安徽辣椒作物植株上

的“轻斑驳病毒”，相关法律专家表示，

该病毒未划定在农业农村部“检疫对

象”范围内，在几十种记录在案的病害

中，也没有该病的记录，可以认为它是

一种新型病毒。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

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

事责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

款“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

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

任”。因此，田间种植的作物是因新病毒

感染侵害而无法达到该作物品种所应有

的优良性状所造成的损失，不是种子质

量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

定：“根据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推定

出的事实，无须举证证明。种子生产经

营者无需提供与该次损失不具有关联性

的举证责任。” （南农）

小麦条锈病进入防治关键期——

□本报记者 刘彤

3月15日，在位于滑县慈周寨镇北李庄村的绿缘温棚瓜菜农民专业合作社大棚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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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与农户一起察看樱桃番茄的生长情况，讲解畸形果、灰霉病等病害形成的原因和防治

方法。连日来，为了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的影响，滑县农业农村部门通过手机服务平台及时更新农事提醒、农用物资及

农产品供求信息，邀请专家指导种植户科学栽培蔬菜，保障市场供应、促进农民增收。 毕兴世摄

●日前，除湖北省外，全国30省（区、

市）春耕农资企业复工复产、道路运输、门

店营业、到村入户等情况均有不同程度好

转，全国农资重点企业产能逐步恢复，重

点企业复工复产七成以上。

●农业农村部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和 服 务 主 体 高 质 量 发 展 规 划

（2020-2022年）》。规划提出了家庭农

场培育发展工程、农民合作社能力提升工

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创新提升工程，

并将从财政、金融保险，用地等多方面提
供政策支持。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2019年农

业行政执法典型案例，重点披露了生产销

售伪劣肥料案、生产销售假农药案、未取

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生产经营假劣农药案

等10大典型案例。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发布以

涉农检察工作为主题的第十六批指导性

案例，依法惩治打击生产、销售伪劣农资

产品类犯罪。检察机关将以涉及假冒伪

劣种子、农药、肥料、农机等犯罪为重点领

域，加大对伪劣农资犯罪活动打击力度。

●日前，评茶员等8个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颁布。评茶员是运用感官评定茶叶

色、香、味、形的品质及等级的人员，广泛

活跃于茶叶生产、加工、流通、贸易等领

域。本次《评茶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修

订围绕茶业产业发展对评茶员职业技能

的新要求，在基础知识和技能要求等方面

做了重要修改。

（本报综合）

3月1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

布《关于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公

告》，决定自2020年3月20日起调整农

药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农药行业的

192个原药22个制剂产品出口将享受这

项政策的红利。业内人士表示，在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的当下，该项政策的出台

无疑给农药行业打了一针强心剂。

根据公告，本次调整涉及农药进出

口商品编码（10位码）214个。其中，原

药类192个、制剂类22个。从此次出口

退税目录来看，除了草甘膦、吡虫啉、啶

虫脒等少数农药品种没有在列之外，绝

大多数农药品种都进入了此名单。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助理秘书长段

又生表示，此次出口退税的新政如及时

雨一般，为行业发展打了一针强心剂。

“受疫情影响，农药行业的原材料、物流

等成本一路飙升。国家这一平抑出口

价格的积极举措，可鼓励企业尽快恢复

生产和稳定农药出口贸易，保证农药企

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从而稳定农资供

应，保障粮食安全。”段又生说。

“该项政策会提振农药外贸的增

长，尤其是制剂出口，更有利于做品牌

的制剂企业直接参与到全球消费市

场。”北京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说，“由于品牌制剂销售，末端价格随

政策变化非常小，此次新政策的红利预

计会给农药行业提高2%以上的毛利

率，企业就会有更多资金投入产品的研

发创新。” （姜颖越）

挥镢扬锹、挖坑打穴、扶苗栽树、培

土压实……3月17日，在灵宝市尹庄镇

寺洼村矮化中间砧苹果基地，二十余个

农民分散在田间劳作，用辛勤汗水绘就

了一幅“春耕图”。

刘慈已经在基地工作了十来天，他

一边给苹果苗蘸根，一边解释道：“给树

根裹上加了水溶肥的泥浆，栽种后容易

缓苗成活。”

尹庄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伍晓

峰介绍，寺洼村矮化中间砧苹果栽植基

地是尹庄镇2020年产业扶贫项目之

一。该项目依托寺洼村龙湾沟苗木合

作社组织实施，占地230亩，栽植面积

150亩，总投资71.1375万元，规划建设

高标准矮化中间砧苹果示范园1个，配

套建设水肥一体化、蓄水池、管道、看护

房等设施设备。

今年，基于疫情影响和安全考虑，

基地正月初八开工时，有针对性地实行

了大规模无接触机械化作业，平整土地

150亩，分批购置了秦翠、长富2号、维

纳斯黄金、红露等不同品种的苹果树

苗。

眼下，伴随全面复工复产，基地春

耕节奏不断加快，第一批5000棵树苗

已经完成栽植、覆膜。

“我们复工比较早，果树对时间节

点的要求高，误了农时影响后期生产。”

寺洼村监委会主任潘向民表示，“每天

最多有将近30人在这里干活，其中有一

部分是在我们合作社入股的贫困户。”

2019年，寺洼村成立了龙湾沟苗木

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

式，全村160余亩土地纳入合作社统一

管理，农户参与入股分红，栽植了七叶

树并在树下间作高品质南瓜。潘向民

介绍说，项目建成后，入股的社员既能

拿到收益分红，参与日常生产还能获得

劳务收入。

目前，基地平均每天栽植树苗近

2000棵，预计将于3月底前完成12450

棵的栽植任务，进入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环节。 （王霭琳）

滑县 专家指导 助农增收

灵宝市尹庄镇

“金苹果”拓宽小康路

近期，成都、安徽、宁夏、甘肃
等地发生多起种子质量纠纷案
件，起因均为病害侵袭造成田间
损失，看似不是种子质量责任，但
却与种子包装标签标注说明以及
检疫有关。针对这类问题，种子
生产经营者是否应该成为赔偿义
务责任主体，相关法律专家结合
具体案例进行分析，以期起到警
示作用。

作物病害分类
（属自然灾害）

生理性病害 病毒性病害

划入“防疫对
象”的病害

未划入“防疫
对象”的病害

与是否检疫
发生关联

与是否检疫
不发生关联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近日，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的农机手，纷纷趁着当前居家防疫的空闲时间，互助维

修保养各类农机具，确保其可以安全高效地投入农业生产。 王毛生摄

平顶山市湛河区

维修农机助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