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郑州市农委召开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推进会，旨在确保农业农村系统

承担的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完成，打好打

赢2020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

会议强调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部署了土壤污染防

治、废旧农膜回收等工作，各县（市、区）

分别汇报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以及

废旧农膜回收处理等工作的进展情况。

郑州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

强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城乡建设、财

政、科技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努力形成

齐抓共管、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全力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开展。（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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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扎实推进检测体系规范化建设
为耕地质量提升保驾护航

一亩播“两物”玉米不减产多收一亩豆

品种优选 栽培高效
兰考蜜瓜产业更出彩

郑州市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

各地动态

农业农村部

●6月9日，为促进农药出口贸易，优

化营商环境，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不在我

国境内使用的出口农药（简称“仅限出口

农药”）产品登记有关事项的公告，指出了

申请仅限出口农药登记的范围、申请仅限

出口非新农药登记的资料要求以及申请

仅限出口新农药登记的资料要求等。

●日前，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就

起草的《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将草地贪夜蛾等

16种农作物病虫害列入一类病虫害，并说

明了将这些病虫害确定为一类的依据。

●6月10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了

2017~2020年十大科研进展。其中，在草

地贪夜蛾监测与防控技术有效遏制害虫大

面积重发研究方面，取得多项国内首创，成

功选出应急防控药剂与天敌昆虫，并形成

防控技术方案。

●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公

布了《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有关情

况。在农业污染排放方面，化肥、农药使用

量连续三年负增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达到75%，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农膜

回收率达到80%。农业发展从过去主要依

靠拼资源、拼消耗转到可持续发展上来。

●6月11日，中国腐殖酸工业协会召

开协会会长专题会议。会议取得了五项

共识：推动农业农村部将农业用腐殖酸

钾/黄腐酸钾产品纳入肥料登记或免登产

品名录工作；引导、规范和促进矿物源腐

殖酸和生物腐殖酸两翼健康发展；引领和

促进腐殖酸钾复合肥产业健康发展；开展

腐殖酸类肥料在生态脆弱地区的农业试

验示范工作；进一步打造中国腐殖酸类肥

料国家品牌。 (本报综合)

6月9日，全国耕地质量检测体系工

作会在郑州召开，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耕保（土肥、

农技）部门相关负责人、技术骨干和第三

方检测机构代表参会。会议交流了耕地

质量检测体系建设经验，研讨了农业检测

标准现状与制订计划，研究部署了标准化

验室考核、能力验证和全国土壤样品库建

设等工作，旨在进一步加强耕地质量检测

体系规范化建设，强化检测质量控制水

平，提升行业支撑与服务能力。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保护耕地

数量、提升耕地质量就是保护粮食安全的

生命线。近年来，依托耕地质量保护与提

升、测土配方施肥等重大项目支持，全国

耕地质量检测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

一定改善、标准化验室综合管理水平有所

提升。同时，第三方检测机构利用市场机

制，加强自身能力和条件建设，积极开拓

检测市场。两者共同为强化耕地质量检

测质量控制水平，提升行业服务能力提供

了有力支撑。

面对外部灵活的市场化管理机制的

冲击和内部检测业务形势变化的新挑战，

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副主任

李荣在会上提出，省级耕保（土肥、农技）部

门应充分履行好行业管理职能，采取多种

方式加强基层化验室建设，根据本地区耕

地质量监测保护工作发展需要，编制区域

性检测体系发展规划，积极引导事业性机

构整合转企，逐步建立起布局合理、实力雄

厚、公正可信的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体系。

在人才能力建设方面，通过现场指

导、实际操练等方式，打造一支作风过硬、

业务精湛的检测技术队伍；在检测质量控

制方面，通过检测质量抽查考核、检测岗

位大比武等方式，引导基层化验室强化检

测质量控制；在体系队伍建设方面，通过

建立完善绩效管理、人才培养、专家引进

等有效机制，进一步稳定基层检测体系人

才队伍；在检测体系队伍管理方面，要压

实各级责任，统筹协调农业质检机构整合

工作，积极引进第三方检测机构参加耕地

质量检测业务，建立健全检测体系队伍管

理体系，规范实验室运行。

李荣要求，各级耕保（土肥、农技）部

门要主动谋划创新，在土壤样品库建设、

土壤检测技术标准的制（修）订、检测能力

验证和化验室检测质量抽查考核以及土

壤检测技术的研究、引进、试验与推广等

方面继续发挥管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

挥耕地质量检测体系技术优势，积极参与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编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省

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等相关工

作，主动承担耕地质量检测相关职责，健

全耕地质量等级信息发布制度。

会上，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谢

长伟介绍了河南耕地质量建设保护的经

验和成果，河南省土壤肥料站、四川省农

业农村厅成都土壤肥料测试中心的相关

负责人分别做典型发言。

□本报记者 刘彤 特别通讯员 褚小军

“三夏”期间，农机作业量大、作业环

境复杂、移动较为频繁，近日，济源市农

机局针对这一情况开展了农机安全生产

排查，从源头上消除农机安全隐患。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无牌作业、无证

驾驶、未参加年检、安全设施不全、未配

备灭火器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检查中存

在的安全隐患下发了整改通知书。在

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注重农机安全教

育，引导广大机手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开

展农机安全生产。

本次安全检查，共查处各类违法违

规行为15起，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8

份，强化了农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

识，有效预防了农机事故发生，为农机

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厅报）

近日，在新密市平陌镇崔沟村辣椒基

地，村民顶着炎炎烈日抢抓时令种植辣

椒，栽种下的一垄垄辣椒幼苗整齐有序。

今年以来，新密市平陌镇崔沟村转

变思路，以群众增收为目标，合理调整

产业结构，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之路，

大力发展辣椒种植。该村采取“支部+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采取统一供苗、

统一栽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实行

“技术+销路”两重保险，提高土地效益，

促进群众增收。

据介绍，该村今年发展辣椒种植

500多亩，带动80多户村民就业，收获

后预计将增收300多万元。（厅报）

济源市 排查农机安全生产

新密市 特色种植助农增收

▶6月11日，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银王村一处蔬菜大棚

内，菜农正在采摘豆角。近年来，曹镇乡不断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优化，引导农民大力发展温室大棚，种植香菇、番茄、辣椒等果

蔬，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王毛生摄

栗蘑开出“致富花”

“这几天蜜瓜就上市了，只等预订

的客商来采摘了。”6月6日，合作社理事

长杨东波指着大棚里个头匀称、皮色微

黄的蜜瓜高兴地说。

“今年，合作社采用了省农科院园

艺所带来的‘品种优选方案’和‘标准化

生产关键技术’，在减肥两成、减药三成

的同时，提高了产量和品质，糖度高达

19.0%，亩均节本155元，收益大大增

加。”杨东波感叹道，“还是高品质蜜瓜好

卖，今年算是打了个翻身仗。”

谁也想不到，去年合作社的蜜瓜由

于连茬种植、病害严重，在果实膨大期出

现大面积死棵，加上技术缺乏，果斑病、

蔓枯病等病害发生严重，给蜜瓜生产造

成极大损失。

今年，合作社与省农科院园艺所开

展深度合作。在所长尚泓泉研究员的

带领下，常高正研究员和梁慎博士从品

种选择、土壤改良、配方施肥、绿色防控

等方面开出了“药方”。

在品种选择方面，根据市场需求、

消费者喜好，结合蜜瓜成熟期，设计了

“软肉品种+脆肉品种”的“品种优选方

案”，推荐种植“将军玉”“玉菇”“西州蜜

25号”。在土壤改良方面，分析了土壤

EC值、pH值、有机质含量、土壤微生物

群体等，复配出功能性生物有机肥。同

时，采用早春大棚多层覆盖、肥水一体

化、酵素菌应用、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多种

关键技术。

当日，院县合作项目“兰考蜜瓜标

准化生产关键技术示范与品牌提升”

专家评审会在兰考县三义寨乡丁圪垱

村举行。评审专家组一致认为：通过

“品种优选方案”和“标准化生产关键

技术”的集成应用与示范，兰考仟盛种

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蜜瓜产量和品

质，分别比对照田块提高 26.3%和

13.1%。

6月11日，永城市新桥镇春光家庭

农场，一台“特殊”的播种机采用“中间播

大豆、两边播玉米”的方式在田间作业。

播种机现场演示了秸秆处理，利用

横向切刀处理秸秆，防止秸秆影响种子

进田，播种后再用秸秆覆盖，以保水防

杂草。这种播种机适用于玉米大豆复

合种植，能够调节行距株距，保证每亩

玉米播量在4300株至4400株，大豆每

亩1.4万株，大大提高播种效率。

“保障两行玉米之间的距离是播种

的关键，精准的行距株距才能保证每亩

株数，从而保证玉米不减产，因此特意

为播种机加装了导航系统。”李赫介绍。

看到机械化带来的种种“便利”，临

颍县佳圣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李晓

东惊叹不已，他决定投资购买，今年试种

500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

核心提示

时下，兰考县大棚种植的蜜瓜正陆续采收上市。兰考仟盛种
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蜜瓜，由于个头匀、糖度高、口感好，不出地
头就被客商以每斤2.1元的价格收购，亩均产量7757.2斤，亩均
收益1.63万元。

然而就在去年，由于重茬障碍、病害猖獗、技术缺乏，合作社
种植的蜜瓜在果实膨大期大面积死棵，造成严重减产，品质也受
到影响，农民收益显著下降。

帮助他们改变这一状况、获得高收益的，是省农科院院县合
作项目“兰考蜜瓜标准化生产关键技术示范与品牌提升”带来的
“品种优选方案”和“标准化生产关键技术”。

种出高品质蜜瓜，他打了个翻身仗

又是一年夏播时，大豆、玉米
作为我省重要的秋粮作物，是众多
农民的主要播种作物。位于黄淮
海大豆产区的永城市，耕地面积
206万亩，大豆种植面积位居黄淮
海第五、河南第一。大豆与玉米争
地，该如何选择？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
解决了“争端”。该模式既能保证
玉米不减产，又可以多收一亩大
豆。但采用该模式种植，收益增加
的同时，成本也随之上涨，不能实
现全程机械化正是该模式推广的
“拦路虎”。

为此，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
岗位专家、河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
学院李赫及其团队成员，经过多年
探索，以机械研发改进为突破口，
基本实现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全程机械化，种、管、收的机械化大
大降低种植成本，为该模式的推广
应用奠定基础。

核心提示

兰考蜜瓜产业经过3年多发展，种

植面积达3万余亩，已成为兰考经济发

展的一项重要支柱。然而，当前兰考蜜

瓜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种植

面积迅速扩大、蜜瓜产量越来越多，但

市场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消费者对

品牌越来越看重。

如何破解这一矛盾，推动兰考蜜

瓜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尚泓泉给出了

答案：“打好品种、品质、品牌组合

拳”。他介绍，园艺所联合资环所、农

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开展了

联合攻关，从蜜瓜新品种选育、标准化

生产关键技术集成、基地建设及品牌

提升等方面着手，带动兰考蜜瓜产业

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满足市

场对高品质蜜瓜的需求，创出受消费

者喜爱的品牌。

“现在，兰考蜜瓜创出了区域品牌，

下一步，我们要推出一批像‘云瓜园’这

样的知名蜜瓜企业品牌。”兰考县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朱卫东介绍，该县筹集资

金300万元全力打造蜜瓜企业品牌，将

通过“品牌企业+合作社+种植户”的模

式，提升蜜瓜品质和产业效益，让老百

姓真正增产增收。

依托品质创品牌，兰考蜜瓜更出彩

□本报记者 董豪杰

春光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新全是玉米

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的受益者，从

几十亩“搞试验”，到几百亩“成规模”，

他成了种植户争相“取经”的对象。刘新

全介绍，与单种玉米相比，新模式下玉米

产量不减，但每亩能多收200多斤大豆。

全程机械化问题，也正是李赫团队

的努力方向。除了播种机械外，现场还

展示了打药、收割机械。一台加装了隔

离帘的分带式喷杆喷雾机演示后，李赫

介绍，这是四川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

共同研发的，采用两个药箱，能够实现玉

米大豆同时打药，隔离帘可避免药物给

不同作物带来危害，折叠式的机械臂适

应作物不同生长时期的打药需求。

在机械收获方面，新模式根据当地

的种植习惯和机械现状，调整了种植间

距，从而能够实现收获机械“本地化”，也

就是说，用当地原有的收获机械便可以

操作。“目前，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基

本实现了种、管、收的全程机械化。”李赫

说，以往新模式推广难、面积小的主要原

因就是机械不配套，在解决机械化难题

后，许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玉米大豆两种作物，何以共生一亩

田？在当天举行的技术培训会上，四川农

业大学杨文钰介绍，高位优先、高低协同的

光能高效利用，为模式提供了基础；玉米高

秆和大豆矮秆实现“共生”，玉米的边行优

势则充分显现，这就是玉米在该模式下减

少株距、增加密度，不减产的原因。在肥料

利用上，模式利用玉米怕缺氮、大豆怕氮多

的特点，创建了“以下促上、双向协同”的氮

素高效利用方式。

河南农业大学玉米专家刘天学则提

醒种植户，机械化、轻简化并不意味着管

理粗放化，对种植大户来讲，实施应精细

化管理才能实现高效益。针对新模式，

刘天学介绍，要注意采用紧凑型玉米品

种和耐阴型大豆品种，避免遮挡光照、影

响大豆生长。

省农技推广总站副站长平西栓认

为，在解决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全程

机械化等难题后，应进一步加大试验示

范，扩大推广面积。

全程机械化 让扩大推广面积成可能

播种打药收获机械化 成本不涨收益增

□本报记者 刘彤 通讯员 李晓慧

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在永城市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全程机械化

▲6月10日，济源市王屋镇西门村群众正在查看栗蘑长势。

大棚里一丛丛有着珊瑚状分枝、重叠成丛的就是栗蘑，又名灰树

花，是一种极具经济价值的食药兼用蕈菌。西门村今年引进了1

万个栗蘑菌包发展特色扶贫产业，按照市场平均每斤10元的价格

计算，经济效益可观，可大大提高贫困群众收入。史方方摄

专家:机械化轻简化 才能实现高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