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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草地贪夜

蛾防控推进落实视频会议，强调做好草

地贪夜蛾防控工作，保护好黄淮海及北

方玉米产区，对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确保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意义重大。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把做好草地贪夜蛾

防治作为当前农业生产的大事要事来抓，

工作再加紧、措施再加力、责任再压实。

7月中下旬是夏玉米苗期，受草地

贪夜蛾威胁大，是监测防控的关键时

期。会议强调，要压实属地责任，层

层分解目标任务，落实省负总责、市县

抓落实的防控机制。要加强监测预警，

加密监测网点，开展全面普查，严格执

行重大病虫疫情信息报告和值班制

度。要及时防控处置，发现虫情，务必

第一时间坚决处置，做到“治早治小、全

力扑杀”。 （农业农村部网站）

7月7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联合

发布《关于做好2020年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各地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政府支持、企业主体、市场化运

作的方针，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

端利用的治理路径，以畜禽粪污肥料化

和能源化利用为方向，聚焦生猪规模养

殖场，全面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通知》提出，2020年，继续支持畜

牧大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以下简称“整县推进项目”），同时，支

持符合条件的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

粪污治理（以下简称“规模养殖场粪污

治理项目”）。其中，整县推进项目提出

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要突出重点

区域和主要畜种，重点支持规模养殖场

建设适应粪污肥料化利用要求的设施

装备，进一步扩大处理规模，提升处理

水平。 (王凯)

退化耕地治理试点今年开展

日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了《关

于做好2020年退化耕地治理与耕地质

量等级调查评价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明确2020年将选择一批耕地

酸化、盐碱化问题突出的重点县开展退

化耕地治理试点，建立集中连片示范区，

探索应用土壤改良、地力培肥、治理修复

等综合技术模式提升耕地质量。

《通知》明确，到2025年，项目区退

化耕地质量等级提升0.5等，酸化耕地

土壤pH值平均增加0.5个单位，盐碱耕

地含盐量小于0.3%。结合耕地保护与

质量提升项目相关基础工作，完成耕地

质量等级评价区域的年度变更评价与

数据库更新，推动开展补充耕地质量评

价试点工作。 （王凯博刘成）

中国农药查询App正式上线

近日，中国农药查询App正式上

线。中国农药查询App是由农业农村

部种植业管理司（农药管理司）和农业

农村部农药检定所全力打造、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共同支持，历时一年打磨完

成，旨在打造为行业服务的“掌中宝”。

该App作为“中国农药数字监督管

理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汇集了农

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生产许可、经营许

可等行政信息。其中涉及4万余条登记

证信息、157家试验单位信息、近1500家

生产许可信息以及22万余家经营许可信

息。用户可随时掌上学习查询农药相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公告、禁限用农药、

行业动态信息。1200多个农药相关标

准可全文预览或下载。 （高林雪）

草地贪夜蛾防控工作再推进

大棚种菜需谨防氨害

渑池

布设诱捕器 严防“幺蛾子”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获支持

“常老师，资料能不能多给我几份，我

想带回去让大家学习。”7月10日，在兰考

县举办的“秋季蜜瓜高效栽培及绿色防控

技术培训会”刚一结束，葡萄架乡李寨村

蜜瓜种植户杨子江就追着蜜瓜专家常高

正要培训资料。提及秋季蜜瓜生产，参加

完培训的杨子江信心满满，他表示，要把

培训中学到的新技术、新方法，带给邻里

乡亲，应用到生产中，“把好品质关，卖出

好价钱”。

“秋季蜜瓜高效栽培及绿色防控技术

培训会”依托院县共建项目举办，省农科

院园艺所常高正研究员、梁慎博士，省农

科院植保所夏明聪副研究员，兰考县科学

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杨龙副局长，兰考县

农业农村局朱卫东副局长以及来自该县

葡萄架乡、三义寨乡、考城镇、谷营镇等

16个乡镇的近200名农业企业技术人员、

合作社负责人、种植户参会。

培训会上，尝到科技“甜头”的兰考仟

盛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东波，听得格

外认真。今年春天，得益于院县共建项目

带来的“品种优选方案”和“标准化生产关

键技术”，合作社解决了严重影响蜜瓜产

量和品质的重茬障碍、病害猖獗等问题，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杨东波自豪地

说：“在常老师和梁老师的帮助下，合作社

春季蜜瓜亩均产量近8000斤，全部达到

商品瓜标准，亩均收入近2万元。”

科技是农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就

兰考蜜瓜产业而言，秋季蜜瓜生产由于苗

期温度高、膨瓜期雨水多等原因，产量和

品质容易受到影响。”常高正强调，“在这

种情况下，更加需要在栽培管理、土壤改

良等方面下功夫，利用新品种、新技术、新

方法，克服不利气候因素影响，使秋季蜜

瓜健康生长。”梁慎则提出，“通过一年多

的试验、示范，我们认为采用‘防早衰专用

有机肥+微生物菌剂+栽培管理’的模式，

可以有效解决由盐碱地、根结线虫、早衰

等引起的重茬连作障碍问题，使秋季蜜瓜

生产产量、品质双提升。”

兰考蜜瓜种植区域相对分散，全县

16个乡镇都有种植。如何才能打通科研

成果应用到生产上的“最后一公里”，真正

使种植户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用得

好？“破解这一瓶颈，需要培育一批‘技术

明白人’，让他们不仅自己能种好蜜瓜，还

能向周边种植户传播新品种、新技术、新

产品、新模式，发挥传帮带作用，带动一片

区域蜜瓜的发展。”常高正说。

“每十个大棚要培养出一名技术明白

人，形成‘科技人员+技术明白人+种植

户’的科技服务体系，为种植户提供‘保姆

式’服务。”梁慎介绍，“为了使种植户掌握

大棚蜜瓜种植技术，我们在蜜瓜生长季节

进行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技术服务及

指导，同时采用集中培训与田间指导相结

合，几年来累计培训了1万余人次。”

辛勤的付出终有收获——在农民中

播下的“科技种子”，孕育出了无限的生机

与希望。如今，兰考农民的经济收益大幅

提升，由原来每亩收益3000元左右，增长

到每亩收益近4万元。截至目前，兰考大

棚蜜瓜栽培面积达3万余亩，辐射十余乡

镇，年产值达3.5亿元，带动了1200余户

农民脱贫致富。蜜瓜产业，已成为该县群

众脱贫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兰考蜜瓜，

也于2017年成为该县首个国家级农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

秋季蜜瓜高效栽培及绿色防控技术培训会在兰考举办

□本报记者刘彤

7月16日，尉氏县十八里镇申庄村果农忙着采摘、外销苹果，果园里一派丰收景象。近年来，尉氏县“采取党支部+扶贫园+贫困

户”的模式，大力调整种植结构，鼓励和扶持农民发展水果生产。如今十八里镇的苹果、张市镇的桃、大桥乡的葡萄已进入盛果期，安

置了近万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水果种植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李新义摄

近日，一位在乡镇分管农业工作的

朋友告诉笔者，近段时间，他忙着邀请县

农业部门的一些专家，按照每个村村民

的所需到各村开展农业科技培训。朋友

说，科技培训不能“年年一样”“村村一

样”，而是要“问需于民”，做到精准培训。

笔者听了，不禁为这种“问需于民”的科

技培训拍手叫好。

近年来，各地农业部门每年都会组

织一些专家到乡村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使广大村民学会了科学种植、科学养殖，

实现家庭经济增产增收。

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科技培训

成了一项工作任务，不是发放一些资

料，就是组织观看视频，有的培训内容

甚至与村民的需求完全不沾边。比如

有的村不适合搞养殖，一些专家却大

讲特讲养殖方面的知识；有的村不适

合种花卉，一些专家讲起了花卉种植

技术……如此不求精准的科技培训，

无异于浪费村民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笔者以为，要想让科技培训

有实效，必须要先“问需于民”。首先，

相关部门要在培训之前，多到村民当中

去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多了解村民

对种植业、养殖业等方面有什么需求，

做到“对症”培训。其次，要多让村民

“点题”，然后专家根据村民的“点题”内

容，认真做好准备，面对面交流答疑，切

忌“千村一律”。其三，专家要尽量多用

村民通俗易懂的话语去讲授，要做到组

织一次培训，受惠一片村民。如此，科

技培训才有真正的实效性，村民才能实

现家庭经济增收，从而步入脱贫致富奔

小康之路。

（叶金福）

农技培训也要“问需于民”

发生原因

引发农业氨害的原因很多，其中铵

态氮、酰胺态氮含量过高的复合肥料

在地膜覆盖尤其是双膜结构的大棚

中，极易分解释放大量氨气，引发氨

害。此外，未经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料

容易在膜下发生二次发酵，发酵过程

亦会释放大量的热量并产生氨气。高

浓度的氨气可通过植株的气孔、水孔侵

入体内细胞组织，使受害叶端发生水渍

状斑，然后逐渐变褐黄色，严重时整株

萎蔫死亡。

预防措施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是防治农业

氨害的基本原则。由于氨气通常在浓

度过高时才会对作物造成损伤，所以氨

害常发生在温室大棚或者地膜覆盖等

种植区域。预防氨害发生应注意以下

几点：

科学施肥。有机肥应选用充分腐熟

的优质有机肥，复合肥应避免选择铵态

氮含量高的高氮型肥料，且单次施用肥

料折合纯氮不超过18公斤/亩。特殊情

况下，铵态氮及酰胺态氮可作为底肥施

入，底肥宜均匀深施到15～20厘米以下

土层；追肥时切忌在大棚地表撒施，宜采

用“少量多次，肥水结合”的方式进行，施

肥后要结合浇水。

适当控制田间水分。大棚旱作要适

当控制土壤水分，有些农户为控制作物

苗期徒长，防止病虫害传播，往往将大棚

土壤水分控制得非常干燥，这种情况就

容易引发氨害。

棚、膜及时通风管理。农用地膜虽

可以起到提高地温、保水保墒、防治农田

杂草等作用，但也容易引起氨气积累。

所以夏季高温时可在地膜上每隔10厘米

开一个小孔用于透气。同时移栽孔应用

土压实，防止氨气从移栽孔溢出造成幼

苗底部叶片及茎基部发生氨害；大棚作

物在保障棚内温度的前提下，宜尽量注

意通风换气。冬季可在气温较高时进行

通风，夏季则要勤通风，特别是施肥后应

保持大棚两端及四周通风良好，减少棚

内氨气聚集。

补救措施

当塑料地膜内壁或温室大棚膜内

壁附着的小水滴pH值在7.2以上时即

可诊断为氨气超标，因此通过监测膜

上水珠的pH值就可以快速判断氨害

是否发生。

对于已经发生氨害的大棚或露天

地膜覆盖作物首先要通风放气尽快降

低氨气浓度，随后应大量灌水降低土壤

肥料浓度，最后可叶面喷施0.1%食醋

或叶面喷施0.136%赤·吲乙·芸苔可湿

性粉剂。 （袁乐斌白振龙）

核心提示

农业氨害是指在大棚栽
培或其他保护栽培措施过程
中，因氨气浓度过高导致作
物产量下降、品质受损甚至
植株死亡的现象。

研究表明，不同作物对
氨气的抵御能力差异较大，
大多数蔬菜幼苗在氨气浓度
达到5毫克/升时即受害，比
如番茄、辣椒、小白菜幼苗
等。也有一些诸如茄子的作
物对氨气忍耐性较强，氨气
浓度达40毫克/升时才表现
出相关症状。

日前，济源植保站技术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产地检疫，保障蔬菜引种、

制种质量安全。

一是加强法律宣传。与种子生产

者面对面宣传，讲解植物检疫工作的重

要性，弄清产地检疫报检及办理程序，

避免瞒报漏报，提高他们的守法意识。

二是规范网上申报。种植前15天申报

检疫，正确、完整填写品种名称、亲本来

源、种植地点，同时提供纸质申报材料

才予受理。三是严格田间检疫。积极

做好蔬菜制种田的田间检疫工作，严格

落实制种面积，从源头上控制检疫性有

害生物的发生。四是创新服务方式。

建立了“济源植物检疫”微信群，发布办

理事项及病虫害预警防控信息等，将30

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纳入微信管理，公布

植物检疫办事程序，帮助审核网上申报

内容，节约了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办理国内蔬菜

制种产地检疫174项，国外引种40项，

实施蔬菜制种田间检疫3.5万亩次，出

具产地检疫合格证120个，未发现检疫

性病虫害。 （厅报）

本报讯（记者刘彤）连日来，渑池

县植保站组织技术人员到各乡镇开展

草地贪夜蛾调查，目前未在玉米田里发

现草地贪夜蛾。

作为草地贪夜蛾监测防控阻截带

的重要监测点，渑池县结合秋粮作物生产

实际，及时制定草地贪夜蛾监测布防规

划，在全县布设草地贪夜蛾监测点46个、

高空虫情探诱灯10台、诱捕器2000套。

诱捕器平均每亩安装1～2套，诱芯持效

期在4个月以上，可持续到玉米收获。

渑池县植保站站长、推广研究员王

军英介绍，下一步，将通过监控设备实时

全面掌握草地贪夜蛾成虫迁入时间和

迁入量，准确预测幼虫防治关键期，及

时对玉米田进行全面排查，做到县不漏

乡、乡不漏村、村不漏田。一旦发现虫

情，将按照“治早治小、全力扑杀”要求，

第一时间坚决处置，严防草地贪夜蛾大

面积暴发成灾，最大限度减轻为害损失。

漯河

种地遇难题 专家来解惑
7月16日，漯河市农业农村局组织

农技推广、经作、土肥、植保、农业执法

等方面专家，在源汇区空冢郭镇叶岗村

召开农业科技知识培训会，对群众在种

地中遇到的难题进行答疑解惑。

活动现场，农业专家热情解答群众

提出的病虫害防治、农作物种植、土壤

酸化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并向群众宣传

了农业转基因、大豆花生等农作物栽培

管理、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政策

及禁限用农药等知识。

据统计，现场发放“漯河市大豆栽

培技术”“漯河市甘薯栽培技术”“香菇

高产栽培技术”“土壤酸化治理知识”

“草地贪夜蛾的形态识别及应急防控技

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等技术手

册、明白纸、挂图等共计600余份，接受

群众咨询100余人次。 （厅报）

济源

蔬菜引制种 检疫保安全

废旧农业薄膜
不得随意弃置、掩埋
或者焚烧

本报讯 农用薄膜是重要的农业生产

资料，在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品质、丰富

农产品供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部

分地区农用薄膜残留污染严重，成为制约

农业绿色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7月16

日，农业农村部就此前由四部委联合发布

的《农用薄膜管理办法》主要特点和内容

进行解读，指出非全生物降解农用薄膜废

弃物，需交至回收网点或回收工作者，不

得随意弃置、掩埋或者焚烧。

为了便于农用薄膜产品追溯和市场

监管，《农用薄膜管理办法》对生产者、销售

者、使用者在相关环节的行为作出了明确

规定。生产者应当执行农用薄膜相关标

准，在产品上添加企业标识，标明推荐使用

时间，建立出厂销售记录制度；销售者应当

依法查验农用薄膜产品的包装、标签、质量

检验合格证，不得采购和销售未达到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农用薄膜，不得将非农用薄

膜销售给农用薄膜使用者，依法建立销售

台账；使用者应当按照产品标签标注的期限

使用农用薄膜，生产企业、专业合作社等使

用者应当依法建立农用薄膜使用记录。

为落实不同主体的回收责任，《农用

薄膜管理办法》规定，使用者应当在使用

期限到期前捡拾田间的非全生物降解农

用薄膜废弃物，交至回收网点或回收工作

者，不得随意弃置、掩埋或者焚烧；生产

者、销售者、回收网点、废旧农用薄膜回收

再利用企业或其他组织等应当开展合作，

采取多种方式，建立健全农用薄膜回收利

用体系，推动废旧农用薄膜回收、处理和

再利用。

当然，为激励各方参与农用薄膜回

收，完善回收利用的措施，《办法》也提出

了一些激励措施。首先是鼓励研发、推

广农用薄膜回收技术与机械，因地制宜、

多措并举开展废旧农膜回收再利用。同

时，鼓励和支持生产、使用全生物降解农

用薄膜。另一方面支持废旧农用薄膜再

利用企业按照规定，享受用地、用电、用

水、信贷、税收等优惠政策，扶持从事废

旧农用薄膜再利用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和

企业。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