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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信息速递

聚焦新理念新科技 点燃创业创新激情

河南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复赛决出40强

南阳市

加强田管严防病虫促进丰收

“菌安天下”生物菌剂助力辣椒高产

郑州市金水区

农资生产企业进行消防演练

□本报记者刘彤通讯员刘冯文/图

覆 盖 农 业 全 产 业 链 的“ 支 农 宝

App”、提供土地托管服务的“焕永农民种

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特种蔬菜新品种的

“四妮特菜”、致力于“手撕鸽”品牌培育的

“民成家庭农场”……当新农民遇上新理

念新科技，创业创新的被激情点燃了。

9月4日，以“新时代·新农民·新风

采”为主题的河南省2020年高素质农民

创业创新大赛在省农业高新科技园举行

复赛。

活动自7月启动以来，共征集到来自

全省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的229个

项目，其中初创组138个、成长组91个。

农村电子商务、田园综合体、生态循环农

业、智慧农业供应链等众多项目负责人同

台竞技，并与来自省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

理站、中国农业银行河南分行、河南农业

大学、河南农业职业学院、省农业科技发

展中心的评审专家交流碰撞（如图）。

入围复赛项目100个，初创组和成长

组各50个项目负责人通过PPT进行了现

场路演。哪些路演项目容易脱颖而出

呢？记者在评审现场了解到，项目团队建

设、技术实力展现、商业经营模式、经营风

险对策、创新和成长空间等多方面的表现

是核心要素。

经过激烈的比拼，成长组和初创组各

前20名共40个项目，将进入9月20日~

21日在省农业高新科技园举行的决赛，

最终获奖选手将参加“中国农民丰收节”

河南主会场活动。

“参赛项目的数量、质量，均比前两届

有大幅度增加和提高，既有大而全的项

目，又有小而精的项目，这反映了我省新

型职业农民积极参赛的热情。”大赛评审

组组长、省大众创业导师、省农村合作经

济经营管理站站长张道明提醒，“参赛选

手要注重学习政策、加强合作和防范风

险，让创业之路越走越稳。”

据了解，河南省2020年高素质农民

创业创新大赛，是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与科技扶贫的一

次务实之举。大赛的举办，不仅搭建起了

农村优秀创业创新人才展现新风采的竞

技舞台，入围决赛的项目还可优先享受相

关部门和科研机构、投融资机构在政策、

科技、金融方面的支持。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人才支

撑是关键。大赛的宗旨就是树立创业典

范、弘扬创业精神、促进产业兴旺、推进乡

村振兴。”大赛组委会办公室主任、省农业

农村厅科技教育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胡若

哲说，“今年的229个参赛项目，是从全省

推荐项目中推选出来的优秀代表，是河南

省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的主力军、生力军，

展现、展示了新时代河南农民的新形象、新

风采。”

近年来，我省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

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目前已初步实现了

系统管理队伍服务能力、培育机构精准培

育能力、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能力、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带动能力“四力提

升”培育效果，全面开创了高素质农民培

育新局面。截至2019年底，全省累计培

育各类高素质农民90多万人，涌现出了

一大批在全省乃至全国闻名遐迩的新型

职业农民典型代表。

“这些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

职业农民，活跃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和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线，是中原大地现代

农业的耕耘者、播火者、引领者，他们将先

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现代经营理念和

产业发展模式引入现代农业生产经营和

农村经济社会建设，为我省打赢脱贫攻坚

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新的活力，

赋予了新的动能。”胡若哲说。

秋冬茬黄瓜除设施应用、播种采收

期与塑料大棚秋延后有所不同外，其他

管理大同小异，这里仅介绍不同的关键

技术。该茬一般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

育苗，9月下旬定植，10月中旬始收，元旦

过后拉秧，比大棚秋延后黄瓜供应期长

30~45天。

合理密植

进入冬季后，温光条件逐渐变差，若

种植过密、相互遮挡，植株易早衰，影响

产量。因此，定植密度不可过大，一般采

用大行80~100厘米、小行50~70厘米种

植，即大小行稀植栽培，定植株距25~30

厘米。定植时随穴浇水，全室栽完后顺

沟浇大水。2~3天后浇缓苗水。以后视

情况再浇一水。浇过后进行1~2次中

耕，以促进新根发生。

温度管理

秋冬茬黄瓜的管理，应着重利用前期

适宜的光、温条件养好秧，后期才能高产。

定植缓苗后已进入 10月初，气温

开始下降，10月上中旬开始扣膜。扣

膜后棚内温度高、湿度大，可引起瓜秧

旺长或病害发生，因此要注意大放风。

一般晴天白天保持 25℃~30℃、夜间

15℃~13℃，阴天白天保持13℃~10℃，

昼夜最少要保持10℃的温差。随着气

温的下降，要逐渐减少通风量。

外界夜间开始出现霜冻时，要逐渐

加盖草苫。植株在进入盛瓜期前，一定

要控制好夜温，防止旺长化瓜。立冬后，

气温下降快，日照变短，应尽量延长见光

时间，早揭苫，晚盖苫。

12月至第二年1月是该茬黄瓜栽培

所处的最冷时期，应注意保温。晴天白

天从10~14时，室温要控制在25℃以上，

但不可超过32℃；夜间最低气温控制在

10℃~8℃。

肥水管理

前期气温高，蒸发量大，及时浇水对

缓苗和发棵尤为重要，缓苗结束后，及时

中耕松土保墒，以促进新根的延伸。

在定植行两侧开沟追施饼肥和磷

肥，将肥与土混匀后覆严。根从垄上蹿

入行间后，停止中耕。第二次追肥浇水

在根瓜膨大期进行，一般顺水施入尿素、

磷酸二铵、硝酸磷肥等，每667平方米施

30~40千克；进入结瓜期后，注意培养壮

秧，尽量使结瓜期延长，因为秋冬茬黄瓜

主要靠后期产量争取效益。结瓜初期，

每周浇1次水，2周追1次肥，每667平方

米追三元复合肥15千克。结果后期停止

追肥，不旱不浇水。11月下旬后，要节制

肥水，否则因地温低、根系吸收能力弱，

若连续阴天，易发生沤根。此时可采取

叶面喷施0.2%磷酸二氢钾的办法，达到

补肥的目的。

植株调整

黄瓜长至6~7片叶时，应及时吊蔓，

基部出现侧枝应及时去掉，以免影响主蔓

结瓜。中部出现的侧枝要在坐瓜后留2叶

摘心，以利于果实快长。对下部开始失去

功能的老叶、病叶要及时打掉，把蔓降低，

以利于改善室内光照条件。当主蔓长到

架顶时就要打顶，促进多结回头瓜。

采收与增值

采收。根瓜尽量早采收以防坠秧，

以后采收应严格掌握，在商品质量最高

时采摘。特别是结果前期，温度较高，光

照充足，瓜条生长快，必须提高采收频

率，需要每天采收一次。随着外界气温

下降，光照减弱，瓜条生长趋缓，在不影

响商品瓜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延迟采收。

增值。秋冬茬黄瓜为赶好行情，通

常要把采摘下来的黄瓜进行短期储藏，

或进行“活体保鲜”以待价出售。

秋冬茬黄瓜效益好 高效生产有技巧

史宣杰 河南省农科院园艺研究

所研究员，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

体系耕作栽培岗位专家，省园艺学会

理事，省农学会蔬菜专业委员会理

事，《中国瓜菜》编委，河南省庆发种

业有限公司和郑州市九如万家家庭

农场有限公司技术专家组组长。

主要从事瓜菜工厂化育苗技术、

微生物土壤修复技术等的研发、示范

及推广工作。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

项，二等奖5项（主持完成两项），三等

奖1项，制定河南省地方标准3项，在

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主

编图书6本。主持及承担科研类与示

范推广类项目40余项。

专家简介

□河南省农科院研究员 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耕作栽培岗位专家史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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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高成通讯员靳军
阳）9月3日上午，在郑州市金水区农业

农村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下，一场消防安

全应急逃生培训演练在该区举行。来

自该区的10余家农资生产企业共计50

余人参加了培训演练。

此次演练，河南省消防协会的教

官受邀做现场指导。教官先讲解灭火

器使用方法和消防安全应急逃生技

巧。然后，依次安排队员在模拟火灾

现场做逃生演练。参演人员掌握了弯

腰低头，湿毛巾遮掩口鼻，快速撤离等

逃生技巧。

参演人员说，演练不仅让他们学到

了消防知识，提高了逃生能力，更增进

了安全生产、预防火灾的责任意识。

●两部委日前联合公布《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明确未按照规

定及时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交由专门的

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由地方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农业投入

品使用者为个人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的罚款。办法10月1日起施行。

●近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

召开了《有机肥料》农业行业标准修订专家

研讨会，深入讨论并确定了标准的名称、范

围、关键技术指标，明确了原料分类管理目

录清单，对反馈意见建议进行逐条分析并

提出处理意见，对样品抽取方法和部分技

术指标分析方法提出了修改完善建议，为

下一步形成标准送审稿打下了坚实基础。

●截至9月1日，沪深两市农药板块

(包括农药以及农药中间体)32 家上市公

司半年财报已全部披露，共实现主营收入

784.11 亿元，净利润 46.79 亿元。其中绿

康生化、诺普信等20家公司净利润同比

增长，经营业绩稳中向好。

●9 月 1 日起，由农业农村部、工信

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

的《农用薄膜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将对农

膜的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再利用及监

管等环节予以规范。

（本报综合）

本报讯（记者肖列）“和相邻地块

同品种辣椒相比，使用‘菌安天下’生物

菌剂代替化学农药的辣椒，能降低投入

30%左右、增产增收10%以上。”9月5

日，临颍县三家店镇平宁城村种粮大户

卜艳华高兴说。

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河

南安利绿色防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利绿色防控公司）核心农资经销商

参加示范观摩。他们对施用“菌安天下”

生物菌剂的辣椒高产表现赞叹不已，纷

纷表示“菌安天下”生物菌剂促生防病效

果显著、作物增产提质明显，会加大“菌

安天下”生物菌示范推广力度。

在生物菌替代化学农药研讨会上，

安利绿色防控公司总经理邹文娜，中国

农科院曹坳程教授分别讲授了《生物菌

替代化学农药的发展方向》《土传病害的

非化学防治技术》。临颍县王红旗、西华

县李向辉等分享了“菌安天下”生物菌在

作物应用方面的表现，贾运平、崔建武等

新用户代表交流使用效果。

安利绿色防控公司是一家集生物

菌剂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农

业企业。公司产品“菌安天下”生物菌剂

不含化学成分，以枯草芽孢杆菌和解淀

粉芽孢杆菌为主要原料，含有大量的活

性菌，可一定程度消除引发农作物病害

的细菌、真菌、病毒等，尤其对辣椒、水

稻、大豆等作物效果显著。推向市场以

来，备受用户青睐，产品畅销河南、河北、

山东、安徽、福建、新疆、海南等地。

长垣市

示范推广花生绿色植保技术

8月28日，汝阳县蔡店乡草营村玉米地里机声隆隆，随着自走式穗茎分离型联合收

割机飞快地收割玉米，当地秋收进度明显加快。今年秋季，蔡店乡计划使用自走式穗茎

分离型联合收割机收获玉米1万亩以上，青储秸秆3万余吨。 康红军马灵渠摄

8月30日，长垣市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花生示范田，一场关于花生新品种和

绿色植保技术的观摩会正在召开。参

会人员有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农业科技

示范主体和各乡镇种粮大户代表等200

余人。

观摩会上，展示了漯花8号、三花6

号、三花7号等高油花生、高油酸花生新

品种，示范推广了花生病虫害生物防治

等绿色植保技术。花生专家就高油酸

花生新品种的特性及绿色生物防控技

术进行了讲解，增强和提升了农民的科

学素质、生产技能。

（厅报）

济源市

夏季农机购置补贴兑付到位
近日，济源市农机局对2020年夏

季已完成核实、公示程序的农机具进行

了购置补贴资金集中打卡发放，共发放

补贴资金 194.26 万元，补贴机具 250

台，受益户数174户，有力促进了农机装

备快速增长。

据了解，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农机

购置补贴惠民惠农政策，确保2020年

度夏季农机购置补贴及时顺利发放，济

源市农机局与财政局联合分3个入户核

查小组，分赴16个乡镇办事处，对今年

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的重点机具进行了

现场核对。

核对工作做到了“见人、见机、见

票”，并把机具型号、出厂编号、发动机

信息、生产厂家等信息与核查表信息进

行比对，建立了“谁核查、谁负责，谁签

字、谁负责”责任追究制度。 （厅报）

近日，从南阳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今年南阳市加强田管、严防病虫，促进秋

作物丰产丰收。

开展秋作物田间管理，坚持“种子

落地、管字上马”的方针，抽调高级农艺

师成立秋作物专家指导组，指导农民及

时落实田间管理措施，做到早管精管细

管。开展秋作物病虫害防控，以草地贪

夜蛾等病虫害防控为重点，及早开启所

有监测设备，在新野、唐河、镇平、桐柏四

县建立淮河监测防控带，并启动了信息

周报制度。

截至目前，该市已累计防控秋作物

病虫害1422万亩次，玉米病虫害累计

发生445.43万亩次，防治535万亩次。

（厅报）

汝阳县

推广玉米机收加快秋收进度

9月7日，光山县凉亭乡光明村村民在大志农场蔬菜基地收获黄瓜、豇豆。该农场今年春引进种植无公害优质品种黄瓜、豇豆、

西红柿、莴笋、葫芦等蔬菜，亩均收入达1.5万多元，可吸纳村里26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多元。 谢万柏 摄

光山 种植蔬菜带富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