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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朝天椒进入定植期，省农科院园艺所专家提醒——

抓农时 重管理 定植前后莫大意

眼下，各地春耕生产已经展开，许

多农民朋友纷纷采购种子、化肥、农药

等农资。据笔者了解，近年来，每到春

耕备耕之际，一些不法分子便趁有些

农民朋友辨别能力不足、急需农资之

机，把假劣农资销售给农民朋友，赚取

昧心钱。

前些天，笔者在乡下老家与一位农

民大伯聊天。聊起农资话题时，大伯顿

时气愤了起来。他告诉笔者，去年年初，

他从一个上门推销种子的商贩手里购买

了两包所谓的新品种萝卜种子，不想种

下去却只长叶子不长萝卜，近一亩地萝

卜只得全部拔掉，损失数千元。大伯说，

他希望相关部门能严厉打击这种“制售

假劣农资”行为，杜绝坑农害农现象的发

生。

近日，全国多个省份查处了一批制

售假劣种子、化肥、农药、兽药的案件，及

时阻止了一批假劣农资流入市场，这无

疑给了制售假劣农资的不法之徒一记重

拳，也给农民营造了一个放心购买农资

的良好环境。但笔者以为，打击制售假

劣农资行为还得持之以恒，并且要健全

相关机制。

一方面，监管要到位。相关部门应

积极承担起监管职责，把打击“制售假

劣农资”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加大

监督、检查和管理力度，确保不让假劣

农资混入市场坑农害农。另一方面，执

法要从严。相关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该罚款的要罚款，

该取缔执业资格的要取缔执业资格，该

追究法律责任的要追究法律责任，绝不

姑息。

此外，还要跟进举报奖励机制。设

立举报奖励制度，鼓励农民检举揭发制

售假劣农资行为，并给予一定的经济奖

励，让制售假劣农资者成为人人喊打的

“过街老鼠”，使其制售的假劣农资没有

销售市场。当然，也要提醒农民朋友到

正规农资经销门店购买合格的农资，切

莫盲目购买非法经营者销售的假劣农

资，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廖卫芳）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天气回暖，我

省200万亩朝天椒陆续进入定植期。为

科学指导朝天椒种植管理，国家特色蔬菜

产业技术体系郑州综合试验站站长、省农

科院园艺所茄果类研究室主任姚秋菊团

队制定朝天椒定植前后管理技术要点，指

导农户抓农时、重管理，助力朝天椒丰产。

“朝天椒定植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

朝天椒生长发育、抗逆性强弱、成熟时间

和产量多少。”姚秋菊说，定植前后，都应

注意。

提前炼苗。定植前5～7天进行炼

苗，适当控制供水，加强通风，适当降低温

度，使幼苗适应定植环境。蹲苗时间不能

过长，更不能控水过干和降温过低，防止

幼苗僵化或受寒害。

精细整地。朝天椒定植前，要深耕，

施足底肥。每亩基施充分腐熟优质农家

肥5000千克、三元复合肥35千克、过磷

酸钙100千克，耕翻整地，做到土层细实

平整，耕翻深度为20～25厘米。有条件

的可施用生物菌肥，如定植后施活粒EM

菌、酵素菌肥等，可改善土壤环境、预防辣

椒死棵。结合整地施肥每亩撒施3%辛硫

磷颗粒剂2～3千克防治地下害虫。

适期定植。原则是“适时偏早”，以利

早开花、早结果。春茬朝天椒4月20日

后定植，麦套朝天椒5月上中旬定植，大

蒜、油菜、麦茬前茬收获后应及时整地，定

植越早越好，尽量6月10日前完成定植，

最迟不晚于6月15日。

打出嫁药。起苗前一天，给苗床浇1

次透水、施1次苗肥、喷一遍杀虫杀菌剂，

保证苗坨不散、幼苗不带病虫。在苗床上

喷洒500倍的病毒A加锌肥预防病毒病，

或者阿泰灵、宁南霉素、恶霉灵增加幼苗

抗性。

合理密植。小株形宜密，大株形宜

稀；肥力高的田块宜稀，肥力差的薄地易

密；常规品种稍密一点，杂交品种稍稀一

点。定植前1天浇透水，便于拔苗不伤

根；选择无大风的晴天，在上午11点前或

下午4点后定植；尽量做到带土坨定植，

利于缓苗。如果土壤干旱严重，应浇水后

再进行移植。去弱选壮，根据苗的高度分

批定植，达到均衡生长。

查缺补苗。定植时栽种深浅不一、浇

水不匀、地下害虫危害等，容易造成缺

苗。为保证全苗，定植后一周内，要经常

查看田间苗情，及时查漏补栽。补栽的幼

苗苗龄可稍大些，使全田生长基本整齐。

栽后及时浇水。

特色小宗作物用药困局将破
68种农药成分获农业农村部推荐

截至4月15日，10家已披露或预披

露年报的化肥上市公司业绩显示，8家

公司营业利润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同比下降，降幅低者在15%以

上，高者达到60%左右。尽管目前只是

部分化肥上市公司披露了2019年业绩，

但业绩普降已是大概率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披露或预

披露2019年年报的公司有六国化工、司

尔特、金正大、史丹利、芭田股份、四川

美丰、鲁西化工、华鲁恒升、鲁北化工、

泸天化等，除芭田股份和鲁北化工实现

营收和利润增长外，其余上市公司业绩

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10家披露

或预披露年报的公司中，除了1家预计

2019年业绩将出现亏损外，其余上市

公司只是营收或净利润同比下降，但仍

然保持了盈利。整体上，化肥上市公

司仍然属于行业之内最具盈利能力的

公司。

受内外部因素影响，化肥行业近些

年整体表现疲软，特别是一度盈利最强

的复合肥行业跌入了近10年来的较低

点。在复合肥行业，2019年度市场竞

争更为激烈，上游受原料市场波动影响

较大，下游农产品价格低位、农业需求

不旺，加之异常天气等不利因素，复合

肥企业普遍感受到经营压力。

（刘轶祚郑涵予）

▲ 4月16日，鲁山县森防站工作人员在董周乡开展虫情调查，并

通过在果树上悬挂杀虫灯和粘虫板诱杀害虫。连日来，平顶山市林业

部门组织本辖区县（市、区）森防站，积极开展虫情调查、植物检疫，组织

多种形式的杀灭行动。 王双正摄

▶ 近日，在内黄县井店镇杜河道村早春茬黄瓜大棚内，安阳市农科

院研究员、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试验站专家杜瑞民（右）正向

农户讲解细菌性圆斑病的防治方法。近期，由于低温、弱光、湿度大等

原因，造成大棚黄瓜细菌性圆斑病暴发，杜瑞民表示发病后要摘除病叶

并喷洒30％琥胶肥酸铜可湿性粉剂剂500倍液，或2％春雷霉素水剂

400～750倍液进行药物防治。 任领兵摄

□河南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彭红吕国强

三农杂谈

目前我国用于小宗作物的农药屈

指可数，相当一部分小宗作物用药甚至

处于“空白”状态。随着我国小宗作物

种植迅速发展，种植面积、种植种类不

断增加，小宗作物“无登记农药可用”矛

盾日益突出，加快小宗作物登记的呼声

越来越高。

4月9日，农业农村部农药管理司

发文称，为加快解决我国特色小宗作物

“无药可用”“无标可依”难题，农业农村

部农药管理司在组织广泛调研、专家论

证和残留验证试验的基础上，编制了

《特色小宗作物农药残留风险控制技术

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技术指

南》)。

《技术指南》共有526条，涉及作物

上百种，涉及农药成分68种，剂型以水

剂、悬浮剂、可湿性粉剂、乳油居多，且

多以常规化合物为主。《技术指南》对不

同作物上农药使用成分、剂型、单次最

高用量、使用次数，施药方法等做了详

细规定，目前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中。

正式发布后，涉及的上百种小宗作物将

可有依据用药。 （任亚航）

氯化钾进口资质审批再开闸
商务部明确非国营贸易进口资格

近期，商务部发布《关于氢氧化钾

生产企业申请氯化钾非国营贸易进口

资格条件和申报程序》。按照公告，商

务部将开启氢氧化钾生产企业的氯化

钾进口非国营贸易资质的许可，并明确

了申报条件、申报资料要求、经营规范

和监督管理等事项。

这也是2004年商务部许可5家复

合肥生产企业自用氯化钾进口资质以

来又一次“开闸”。目前我国氯化钾进

口依存度在50%左右。氯化钾约90%

用于农业，即生产钾肥和复合肥；约有

10%用于工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

为维护进口秩序、降低农民用肥成本、

保护农业安全，对列入目录的化肥（其

中钾肥包括纯氯化钾和其他氯化钾）实

行国营贸易管理，同时允许部分非国营

贸易进口。

此前国家共批准4家可代理进口的

化肥进口企业，2家化肥进口国营贸易企

业；2家非国营贸易资质化肥进口企业，

这4家可直接进口自用和对外销售的氯

化钾（含肥料用和其他工业用）。其他企

业可委托这4家企业进口氯化钾。

2004年商务部批准5家复合肥企

业的非国营贸易自营进口资质，赋予5

家企业钾肥非国营贸易自营进口经营

权。这5家企业拥有的钾肥进口经营权

的限制条件是：只限自用，不得用于经

营销售。 （烽火台）

化肥上市公司去年业绩普降
10家披露年报 8家净利润下降

打击制售假劣农资行为
须用重典

小麦蚜虫繁殖快 科学防治夺高产

为规范农药风险监测评价，保证已登

记农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保障农产品质

量安全和人畜安全，保护农业生产和生态

环境。日前，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发布

《农药风险监测评价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稿)》(简称《征求意见稿》)，在《农药管理条

例》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农药风险监测和再

评价体系做了详细规定。目前该规定正

处于征求意见中。

《征求意见稿》鼓励单位和个人及

时向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报告已登

记农药使用中的安全性、有效性信息及

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提出管理措施建

议。并指明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机构

负责农药再评价具体工作，省级农药检

定机构协助做好农药再评价具体工

作。其中，农药再评价是指对处于登记

有效状态的农药产品开展重新评价，并

依据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过

程。

农药再评价分为周期性评价和特

殊性评价两类。周期性评价是指在农

药管理政策、风险评估技术和评价标准

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已登记农药的安

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开展定期评价。

对登记十五年以上的农药品种，农业农

村部根据农药生产使用及安全风险情

况，研究提出农药周期性评价的名单，

分期分批组织开展周期性评价。特殊

性评价是指根据风险监测、文献资料等

信息，对可能造成或已造成严重危害的

农药，或具有较大风险的农药，或不符

合现行国家农药管理政策的农药，适时

开展评价。

当某种农药的使用导致下列情况

之一的，应当启动特殊性评价。一是影

响农业生产安全。按照农药登记使用

方法使用时，一次性发生农作物药害面

积在1万亩以上或经济损失1000万元

以上的，或连续2年内在3个以上不同

地区发生农作物药害累计面积在1万亩

以上或者累计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

的；防治靶标产生严重抗性，按照登记

的最高剂量使用防效低于50%的。二

是威胁人畜健康安全。农业生产、生活

中发生 50 人以上中毒或者有 1000 头

(只)以上牲畜中毒的，或对人畜健康造

成不可逆严重危害或危害难以有效控

制的。三是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膳

食风险评估结果超过100%的，或农药

残留超标引发50人以上中毒的。四是

破坏生态环境安全。农药使用引起蜜

蜂、鸟类、水产养殖等的经济损失1000

万元以上的，或对地下水、地表水和土

壤等生态环境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

以及其他农业农村部认为需要开展调

查监测的情况。

针对再评价的产品全国农药登记

评审委员会根据农药再评价报告，对有

关品种、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

进行评审，提出意见建议。农业农村部

根据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评审结

果，对符合现行管理政策、技术要求的

品种、产品，做出同意继续登记决定；发

现对农业生产、人畜安全、农产品质量

安全、生态环境有严重危害或较大风险

的，做出撤销、变更相应农药登记证决

定，或采取禁限用管理措施。也就是

说，即便是一些刚申请登记的农药产品

或者农药化合物成分，如果出现较大范

围的药害或者中毒事件，也将面临禁限

用的风险。 （任亚航）

4月16日，在全国粮食生产重点县

西华县的小麦病虫害统防统治作业现

场，100多台植保无人机同时起飞，在

绿色的麦海里喷洒药剂，引得周边群众

驻足围观。

西华县是无人机生产大县，拥有无

人机生产企业17家、植保飞防公司近20

家。该县利用这一优势，采取政府买单、

企业实施、农民受益的方式，组织10家植

保飞防公司、调集植保无人机300余台，

分批对全县小麦病虫害进行统防统治。

仅用时三天，西华县就完成了首批

6个乡镇24万亩小麦的统防统治，其他

17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76万亩小

麦，将在10天内分3批实施统防统治。

据悉，该县还有200余台无人机积极备

战，随时支持周边县市和种粮大省、大

市的小麦病虫害统防统治。（彭世繁）

《农药风险监测评价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对出现严重药害的农药进行再评价

当前小麦正值抽穗扬花期，也是小

麦条锈病、赤霉病防治的窗口期，连日来，

灵宝市农业农村局积极组织动员，打响病

害歼灭战，努力为夏粮丰产打下基础。

据了解，该市坚持“科学监测、控点

保面、早期封锁中心、流行初期大面积施

药”的防治策略，组织植保人员深入乡镇

开展普查，加密田间调查频次；通过张贴

挂图、悬挂标语、印发明白纸等多种形

式，提高农民群众主动防治、科学防治和

群防群治意识；组织市、乡两级56名技

术指导员分片包村开展技术指导、技术

培训，帮助农民抢抓适期、选对药种、科

学防治，做到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防治不

结束，服务指导不收兵。 （郭惠敏）

西华县 300余台无人机助力统防防治

灵宝市 积极组织动员打响病害歼灭战

随着气温回升，小麦蚜虫繁殖速度加快，将于5月上中
旬进入为害盛期。提醒农民朋友密切关注、科学防治，及
时有效控制小麦蚜虫为害，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为小麦夺
取高产打好基础。

发生为害

小麦蚜虫俗称油虫、腻虫、蜜虫，主

要种类有麦长管蚜、麦二叉蚜、黍缢管

蚜等，是对我省小麦产量影响最大的害

虫，常年发生面积均在 5000 万亩以

上。以成蚜、若蚜吸食小麦叶片、茎秆

和嫩穗的汁液为害。苗期多集中在小

麦叶片背面、叶鞘及心叶处刺吸，轻者

造成叶片发黄、生长停滞、分蘖减少，重

者不能正常抽穗，或造成麦株枯萎死

亡。小麦抽穗后集中在穗部为害，造成

灌浆不足、籽粒干瘪、千粒重下降，严重

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

形态识别

三种小麦蚜虫形态特征的区别主

要在体色、触角、腹管及成虫翅脉。麦

长管蚜体色草绿色至橙红色，触角、腹

管黑色，触角长超过腹部2/3，腹管长超

过腹部末，有翅蚜前翅中脉没有明显的

二叉分支；麦二叉蚜体色多淡绿色至黄

褐色，触角长不超过腹部2/3，腹管浅绿

色，顶端黑色，腹管长通常不超过腹部

末，有翅蚜前翅中脉有明显的二叉分

支；黍缢管蚜体色多暗绿色至墨绿色，

腹管基部锈红色。同时，结合它们的发

生规律，可以将三种蚜虫区分开来。

发生规律

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三种小麦蚜

虫都能以无翅型孤雌胎生蚜生活，繁殖

力极强，发育历期短，虫口密度上升快，

短期内蚜量即可达到万头以上。麦长

管蚜、麦二叉蚜一年发生20～30代，黍

缢管蚜一年发生10～20代，每年3～4

月随气温回升繁殖扩展，5月上中旬大

量繁殖，出现为害高峰。在种群上，麦

长管蚜种群数量最大，多在小麦上部叶

片正面为害，抽穗灌浆期迅速繁殖，集

中在嫩穗上吸食，故也称“穗蚜”。麦二

叉蚜多在小麦苗期或小麦下部叶片上

为害，以叶片背面分布较多；条件适宜

时，黍缢管蚜也能上升到小麦上部叶片

或穗部为害，成为“穗蚜”。麦长管蚜及

麦二叉蚜生活的最适气温为 16～

25℃，黍缢管蚜在 30℃左右发育最

快。麦长管蚜最适相对湿度为50%～

80%；而麦二叉蚜则喜干旱，最适相对

湿度35%～67%；黍缢管蚜喜高湿，不

耐干旱。

科学防治

重点是做好小麦扬花末期至灌浆

期的防控，确保防治效果。当小麦穗

期百穗蚜量达到800头以上，天敌与

麦蚜比小于 1∶150 时，可选用啶虫

脒、吡虫啉、抗蚜威、高效氯氟氰菊

酯、呋虫胺苦参碱、噻虫嗪、吡蚜酮、

耳霉菌等药剂喷雾防治。有条件的

地区，提倡释放蚜茧蜂等天敌昆虫进

行生物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