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灵宝市尹庄镇前店村昌盛食用菌公司里一片繁忙景象，当地农民正进行摘菇、

分拣等农事活动。该公司吸收周边农民就业，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樊婧怡摄

灵宝市

食用菌种植拓宽农民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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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产业等待“机”遇

芝麻是平舆县“五大产业”之一，去

年，该县芝麻种植面积约40万亩、产量超

过5000万公斤。如何立足区位优势，把

小芝麻做成大产业？省农科院芝麻中心

耕作栽培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卫双玲指

出，芝麻产业发展，短板在机械化。

卫双玲介绍，目前，我国芝麻单产位居

世界首位，总产量为世界第三，但在产业发

展中却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品种抗逆性

差，种植过程中如遇风、雨、高温等不利天

气因素影响，产量和质量大幅下降；其次，

缺乏专用的机械装备和适应机械化生产

的品种，且农机农艺不配套，导致种植管

理粗放、生产成本高、劳动强度大；最重要

的，由于缺乏相关机械、适宜品种等原因，

目前芝麻种植人工成本较高，占总成本的

40%以上，其中间苗、收获约占一半。

“全程机械化，是解决芝麻产业难题

的关键。”卫双玲说，就目前正值播种季节

来说，芝麻播种机械相对较少，对于播种

而言，不仅应注重高效率，也就是减少人

工投入，还要实现精播，包括芝麻行距、株

距、深度、穴粒数等因素。

打造芝麻机械化模板

5月26日上午，平舆县蓝天芝麻小

镇的一块30亩的农田里，三台播种机齐

头并进，进行机械化精量播种。“芝麻种子

小、营养少、出苗难。”卫双玲说，这是导致

芝麻播种量大、间苗定苗劳动强度大、用

工量多的原因，利用高效标准化精量播

种技术，实现精量播种、一播全苗，从而降

低生产成本。

播种现场，示范田里采用高矮两种

芝麻品种，并采取等行距、宽窄行两种不

同模式。播种前，采用机械化开沟，机械

精准调节播量，能够调整密度增加产量，

也能够为后期机械化收获提供方便。

据介绍，在芝麻播种时，将芝麻专用

复混肥或复合肥随播种施入土壤，同时

根据土壤墒情适时滴灌或喷灌，确保足

墒播种。播种后，还要适时喷施除草剂。

“专家带来的芝麻品种、机械和种植

模式、栽培技术，就是要全面展示芝麻种

植新技术。”蓝天芝麻小镇董事长冯志合

介绍说，除了示范田外，今年预计芝麻种

植面积在2000亩左右，不仅要打造种植

基地，更要打造“高地”，打造模板，让当地

种植户看得见、摸得着，省成本、增效益。

芝麻三产融合新探索

在蓝天芝麻小镇的产品展示厅里，

除了传统的芝麻、芝麻酱、芝麻叶、小磨香

油，还有新奇的芝麻花茶、芝麻叶茶、芝麻

保健品以及芝麻酥、芝麻饼等休闲食品。

品尝各类产品后，游客还可以在这里畅

游芝麻博物馆，领略芝麻历史、感受芝麻

文化魅力。

冯志合介绍说，小芝麻如何做成大产

业，需要一二三产融合，在芝麻特色种植

方面，公司与省农科院合作打造了绿色无

公害的白芝麻种植基地，加上芝麻叶和芝

麻花的收益，种植环节综合效益每亩可达

5000元；在加工方面，打造了白芝麻食品

研发基地，目前已经开发芝麻花茶、芝麻

叶茶、芝心酒、小芝味冷饮等高科技产品；

在三产方面，则突出文化牌，打造特色文

化旅游，探索白芝麻起源，挖掘白芝麻文

化，普及白芝麻常识，让白芝麻的养生、保

健等功效家喻户晓。

本报讯（记者肖列）如何通过技术

创新推进现代农业发展？5月23日，主

题为“技术革新、引领未来”的马克托尼

功能肥新产品发布暨空白区域招商会

给出了答案，来自河南、河北、山东等区

域的经销商和种植大户代表200余人齐

聚安阳，共同见证马克托尼功能肥更好

技术、更好肥效的应用效果。

会上，青岛欧非亚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刚介绍，作为一家技术创新

型企业，公司拥有马克托尼多能力型功

能肥、“三免一高”功能肥工艺技术，以

无虫害、低残留、超高产表现先后获得

第六届上海国际肥料展览会“金奖”产

品、黄淮麦区首届化肥比赛英雄榜“冠

军品牌”等多项殊荣。此次重磅推出的

马克托尼第七代抗虫功能肥，科技含量

更高，肥效更持久，采用行业领先的

“TZ+1诱导剂”核心科技，添加生物活

性菌和进口的抗旱剂、抗倒剂，使之具

有杀虫防病、抗旱抗倒、超高单产等功

效。

马克托尼功能肥营销总监王云浩、

滑县经销商罗雨民分别就新产品特点、

优质服务和应用效果等向与会代表进

行阐述。在空白区域招商暨订货环节，

优惠的订肥政策、保质保量的产品供

应、先进的技术支撑，让经销商吃了一

颗定心丸，现场掀起抢购热潮。

会前，经销商、种植大户代表观摩

了马克托尼功能肥高产示范田，见证了

杀虫防病表现和抗旱抗倒超高单产效

果，并对小麦长势赞叹不已，纷纷表示：

“种地想要高产，不但要有好种子、好技

术，更要有好肥料。今后施肥就用马克

托尼，争取年年都有好收成。”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冬吃白菜”

是众多北方消费者的习惯，然而改变大

白菜冬季上市的“特性”，采用春季种植

夏季上市“打时间差”，能够得到更高的

收益。5月20日，在开封市祥符区召开

的河南省“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计

划优质蔬菜专项露地蔬菜专题春白菜

新品种现场测产及示范观摩会上，不少

种植户对大白菜春种夏收这一新模式

的高收益赞不绝口。

开封市祥符区四妮蔬菜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前进是当地春季

大白菜的“先行者”。今年年初，得益

于省农科院园艺所、开封市蔬菜所等

科研院所专家的支持，合作社引进了

省农科院园艺所选育的早熟、黄芯、晚

抽薹“豫园新春”大白菜新品种和开封

蔬菜所选育的“开蔬春包头”白菜新品

种，通过配套的机械化起垄、直播覆膜

等标准化栽培新技术，产量和品质均

表现不俗。

省农科院园艺所叶类蔬菜研究室

副主任王志勇介绍，合抱类型的“豫园

新春”，早熟、黄芯、晚抽薹，外叶深绿，

品质优良；矮桩叠抱型的“开蔬春包

头”，外叶绿色、阔卵圆形，球形指数1.2

左右，球顶平圆，叶球白色。两个品种

表现耐抽薹、抗逆性强、商品性好、生产

效益显著。经测产，“豫园新春”亩产

4935.8 公 斤 ，“ 开 蔬 春 包 头 ”亩 产

5616.14公斤，亩产值约6500元，实现

经济效益3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智能温室、

日光温室、双拱大棚、单拱大棚，各类

设施满足全年生产需求；下沉保温、后

墙防渗、顶放风、肩放风等10余项设施

建造新技术，让蔬菜大棚充满“科技

感”；稻壳吸湿保温、温室补光灯增加光

照等20余项种植新技术，让日光温室越

冬一大茬番茄、黄瓜等蔬菜平均增产

12%以上，优质商品率达90%以上……

5月22日，在河南省现代农业研究与

开发基地，省农科院园艺所召开的四

优四化科技行动支撑计划“绿色优质蔬

菜高效标准化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现

场观摩会，从蔬菜设施、品种选择、育

苗，到茬口安排、种植管理，蔬菜种植

全程高科技。

观摩会当天，吸引了来自新乡、开

封、安阳、商丘、濮阳等地的科研单位、

生产管理部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

人、种植户90余人参加。河南懂菜集团

董事长董胜利忙着咨询蔬菜品种和种

植技术、了解大棚建造模式，他介绍，懂

菜集团的蔬菜基地正在扩大规模，这里

展示的多种先进设施以及管理措施，正

是我们需要的。在育苗场里，企业订制

的朝天椒苗长势良好，工作人员打开手

机，便能实时了解育苗场内的温度、湿

度等各项信息，通过简单的操作，育苗

床上方的喷洒设施可以实现自动喷

灌。省农科院园艺所马凯博士介绍，这

里的辣椒苗与普通的不同，采用的是超

高密度工厂化穴盘育苗技术，每平方米

育苗量由600株提高至1200株，种子利

用率提高94%以上，该技术的推广应用

将助力全省朝天椒规模化、机械化、产

业化发展。

据了解，绿色优质蔬菜周年化高效

生产示范基地自去年启动以来，采用排

开播种、多次采收的模式种植9大类约

100个优质品种的蔬菜，按照绿色标准

化生产技术规程进行规模化生产，每周

可采收蔬菜10～15个品种，全年可生产

蔬菜约20万公斤。园区负责人、副研究

员王志勇介绍，项目组致力于将基地打

造成为全省现代设施农业新品种新技

术展示基地、现代农业培训基地和农业

科普教育基地，不仅能够生产出优质多

样化蔬菜种类保证周年供应，而且着力

构建优质蔬菜规模化高效种植技术模

式和生产管理模式，还可大批培训农技

人员和接待观摩人员，对于提升我省蔬

菜生产水平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5月27日，三门峡市陕州区农业农村

局组织纪检组、政策法规和政务服务股、

农业执法大队、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股、植保站等相关人员组成核查组，赴各

地现场核查农药经营许可。

核查组先后对该区大营镇、张湾乡、

西张村镇、菜园乡、张茅乡、观音堂镇等6

个乡镇的8家农药经营门店，开展农药经

营许可证拟申领现场核查，严格按照《农

药管理条例》《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要求，对申请条件、场所要求、档

案资料等逐一核查。

据了解，该局积极落实农业执法三项

制度，即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

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坚持

公开、公平、公正执法，达到了申办人满意、

经营者守法、种植户放心的效果。今年以

来，该局受理农药经营许可申请46户，完

成各类经营户现场核查验收38户，新发放

农药经营许可证38份。 （李玉霞）

5月31日，淇县卫都街道大洼村76岁的王金喜老人捧着黄灿灿的杏乐开了花。他在当地政府引导下种植的7亩多果

园相继挂果，形势喜人。近年来，该街道借助地理优势发展休闲观光园区，组织开展观光采摘、农事体验等休闲活动，拉动经

济增长，促进农民增收。 张胜旗摄

雨季是病虫害的高发期，然而药剂

容易因雨水冲刷而降低或失去效果，下面

介绍一些雨季药剂选择、喷洒时间和施药

方法的技巧。

施药时间

雨季应每天查看天气预报，抓住降

雨间隙施农药，喷药时也要时刻注意天气

变化，随机应变。一般雨后施药的效果较

好，因此可根据天气情况结合实际情况，

选择适宜的时间段进行用药，以提高防治

效果。

根据害虫的活动规律选择施药时

间，如卷叶螟等蛾类害虫是在夜间活动，

防治此类害虫应在傍晚施药。

药剂类型

在雨季宜选用内吸性、速效型和耐

冲刷的药剂，其次微生物农药效果也好。

速效型农药。速效型农药具有很强

的触杀和熏蒸作用，施药后2小时左右便

可将害虫杀灭，能够有效避免因雨水冲刷

而降低药效。

内吸性农药。内吸性农药可通过作

物的根、茎、叶等部位进入植株体内，并输

送到其他部位，此类农药在施用5小时

后，便能够被作物吸收80%左右的有效

成分，在较短的时间内起作用，受降水影

响很小。

耐冲刷农药。杀菌剂中井冈霉素、

多硫悬浮剂、扑海因等具有较好的耐雨

性，施药1小时～5小时后即使遇到阵雨，

也不会被淋刷而影响药效。

微生物活性农药。微生物活性农药

如BT、青虫菌、白僵菌等，在高湿条件下

其孢子体更容易萌发和繁殖，能充分发挥

作用，雨天很适合施用这类农药。

施药方法

适当增加用药浓度。在遇连绵阴雨

天时，也可在小雨中用药，此时要适当增

加用药的浓度，兑水时减少水量。常用浓

度为1000倍~1500倍液的药剂，此时可

用800倍~1000倍液。这样能减弱雨水

对药剂的稀释，提高药效。

使用添加剂，增加农药的附着性。

可在农药中添加一些洗衣粉、木薯浆水、

淀粉液等有黏附作用的物质，以增强农药

在作物上面的附着性，减少雨水对农药的

冲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药剂和黏附

剂混合均匀后及时喷施，现配现用，不

可久置。洗衣粉、淀粉液是碱性的，不

可与酸性农药混用。

（张明宗）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将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纳入地方综合行

政执法指挥调度平台统一管理，推行“互

联网+统一指挥+综合执法”，实现行政执

法行为、环节、结果等全过程网上留痕，强

化对行政执法权运行的监督。

通知指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

指导目录》（简称《指导目录》）是落实统一

实行农业执法要求、明确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职能的重要文件，2020年版《指导目

录》已经国务院原则同意。实施《指导目

录》要扎实推进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统筹配置行政执法职能和执法资源，切实

解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执法。

《指导目录》主要梳理规范农业领域依

据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处罚和行政

强制事项，以及部门规章设定的警告、罚款

的行政处罚事项，并将按程序进行动态调

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立改废释和地方立法等

情况，进行补充、细化和完善，建立动态调

整和长效管理机制。有关事项和目录按程

序审核确认后，要在政府门户网站等载体

上以适当方式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

通知要求，切实加强对农业领域行政

处罚和行政强制事项的源头治理。凡没

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的执法事项一律取

消。需要保留或新增的执法事项，要依法

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

查。虽有法定依据但长期未发生且无实

施必要的、交叉重复的执法事项，要大力

清理，及时提出取消或调整的意见建议。

需修改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按程序先修法

再调整《指导目录》，先立后破，有序推进。

对列入《指导目录》的行政执法事项，

要按照减少执法层级、推动执法力量下沉

的要求，区分不同事项和不同管理体制，

结合实际明晰第一责任主体，把查处违法

行为的责任压实，健全问责机制。严禁以

属地管理为名将执法责任转嫁给基层。

对不按要求履职尽责的单位和个人，依纪

依法追究责任。

按照公开透明高效原则和履职需要，

编制统一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规程

和操作手册，明确执法事项的工作程序、

履职要求、办理时限、行为规范等，消除行

政执法中的模糊条款，压减自由裁量权，

促进同一事项相同情形同标准处罚、无差

别执法。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纳入

地方综合行政执法指挥调度平台统一管

理，积极推行“互联网+统一指挥+综合执

法”，加强部门联动和协调配合，逐步实现

行政执法行为、环节、结果等全过程网上

留痕，强化对行政执法权运行的监督。

要着力解决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制

定简明易懂的行政执法履职要求和相应

的问责办法，让市场主体、群众看得懂、用

得上，方便查询、使用和监督。探索形成

可量化的综合行政执法履职评估办法，畅

通投诉受理、跟踪查询、结果反馈渠道，鼓

励支持市场主体、群众和社会组织、新闻

媒体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

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全面落实清

权、减权、制权、晒权等改革要求，统筹推进

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作风建设。（综合）

更好技术 更好肥效

马克托尼功能肥新产品发布

从种到收全程高科技
蔬菜生产更绿更高效

春种夏收巧打时间差
大白菜不再“白菜价”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全过程网上留痕 强化执法权监督

雨季如何科学使用农药

三门峡市陕州区
核查农药经营许可

补齐农业机械化短板 平舆芝麻成就大产业

核心提示

“中原百谷首、平舆芝麻
王”，地处淮北平原的平舆县，地
势平坦、土壤肥沃、耕地土壤中
速效钾含量丰富，气候湿润、光
照充足、雨量适中，完全吻合芝
麻全生育期生长发育所需要的
光、热、水等营养资源。

当小芝麻遇上规模化，种
植、加工要如何转型升级？面
对产业发展难题，小芝麻如何
成就大产业？5月26日，省农
科院芝麻研究中心在平舆县举
办芝麻高效标准化精量机播技
术现场会，专家、种植户等齐聚
一堂，围绕机械化难题，破产业
发展瓶颈。

□本报记者董豪杰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方案，在全

国部署2020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

“利剑”行动，其中“利剑1号”行动以蔬菜、

水果为重点产品，严厉打击违法使用禁用

农药，采收时不遵守安全间隔期制度等行

为。“利剑”行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修订的《耕地

质量监测技术规程》（NY/T1119-2019）正

式发布。本次标准修订工作重点聚焦监

测点设置、监测功能区划分、补充监测内

容等3个方面，进一步规范了监测关键环

节技术内容。

●近日，由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主办

的“2020年化肥进出口形势研讨会”在线

上召开，据分析，乐观预计下半年尿素出

口价格在 200 美元～230 美元间波动，我

国下半年的尿素出口将降至 150 万吨左

右。预计今年磷肥需求与去年持平，其他

需求国都会呈增长趋势。我国磷铵出口

量会减少50万～100万吨。

信息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