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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秋生产进展顺利
小麦播种全面展开

“河南+上海”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目前，河南省
秋季作物收获接近尾声，小麦播种作业
已全面展开。
秋收连秋种，寒露前后，全省小麦
播种陆续开始。根据当前墒情和未来
天气趋势预测，麦播期间河南全省大部
分地区墒情适宜，整体上利于冬小麦整
地播种和正常出苗。农业专家建议，豫
北地区适宜播种期一般在 10 月 8 日到
15 日之间，豫中、豫东地区在 10 月 10 日
到 20 日之间，豫南地区在 10 月 15 日到

共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吴向辉

好往来，
合作密切，
交流活跃，
优势互补。
上海市逐年增加对河南省农业领
10 月 11 日，在上海举行的豫沪农 域项目的投资。2016~2019 年上海市
业合作领域合作对接活动中，共签订 与河南省合作投资农产品加工项目共
产销合作协议 102 个，签约额 54.8 亿 25 个，项目总投资 88.21 亿元，其中上
元；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31 个，签约额 海方面投资 61.31 亿元，合作畜牧业项
128.8 亿元。随着豫沪农业领域合作 目 10 个。
的大幕开启，将为两地农业高质量发
随着合作的日益深化，河南省销
展注入新动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往上海市场的农产品也在不断增加。
河南是农业、畜牧业和农产品加 据统计，2019 年，河南省销往上海猪
工大省，全国重要的粮、油、肉、蛋、奶 肉 11.58 万吨，折合活猪 139 万头，占
和蔬菜生产、供应基地，河南是“大粮 到了上海市总需求的近十分之一。此
仓、大厨房、大餐桌、大市场”。
外，河南每年还向上海调出米面及其
河 南 粮 食 产 量 连 续 3 年 稳 定 在 加工制品 10 亿斤，蔬菜约 8 亿斤、瓜果
1300 亿斤以上，占全国的 1/10；其中 约 4 亿斤，2019 年，河南销往上海的
小麦产量稳定在 700 亿斤以上，占全 农产品就达 100 亿元。
国 1/4 强。常年肉、蛋、奶的总产量分
据悉，以此次豫沪农业领域合作
别达 600 万吨、400 万吨、200 万吨以 为开端，未来豫沪两地将围绕现代农
上，均位居全国前列。常年蔬菜种植 业产业园建设、产业强镇建设、产业化
面积 2500 多万亩，产量 7000 多万吨， 联合体培育等项目，采取园区共建、产
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年产食用菌 业链延伸合作等形式，吸引更多的上
170 万吨以上，连续 17 年稳居全国第 海工商资本和知名企业到河南投资，
一位。全国 1/2 的火腿肠、1/3 的方便 促进豫沪合作再上新台阶。
面、1/4 的馒头、3/5 的汤圆、7/10 的水
此外，按照建立沟通联络、信息共
饺出自河南。
享、宣传推介三个机制和构建农批、农
上海市是我国经济、金融、贸易、 超、农餐、直供直销、社区直送、电商平
科创中心，常住人口 2400 多万，农产 台六种模式，协同拼多多等电商平台，
品市场需求量大，但自给率较低，粮 将设立优质特色农产品河南馆，形成
食、生猪自给率分别为 20%、10%，蔬 上海市场稳定的线上线下供应体系，
菜为 40%，生鲜牛奶为 60%。
将会有越来越多河南优质农产品走进
近年来，
豫沪不断深化农业领域友 沪上人家。

省农业农村厅与拼多多战略合作签约

联合上线
“豫农优品馆”
助豫农产品出村进城
本 报 讯（记 者 吴 向 辉）10 月 11
日，省农业农村厅与拼多多达成战略
合作，双方将联合上线“豫农优品馆”，
打造集合河南农业全产业链消费品的
线上平台，共同推动河南农产品上线，
探索河南省“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
城发展模式。本次合作也是沪豫达成
农业全方位战略合作的一环。
作为上海互联网新经济的领头
羊，也是中国互联网电商头部企业，拼
多多凭借 5 年来的高速发展，已经拥有
6.83 亿年活跃买家，实现 1.27 万亿元
年成交额。同时，凭借农业起家的拼
多多，农产品年成交额在 2019 年达到
1364 亿元，成为国内最大农产品上行
平台。
此次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与拼多多
战略签约，
“豫农优品馆”上线后，将集
结双汇、思念、三全、白象、伊赛、好想
你等众多河南知名农产品品牌，囊括

米面油、瓜果蔬菜、牛羊肉及其加工制
品，覆盖速冻食品、休闲食品、保健食
品、调味品等品类。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全面小
康，实现乡村振兴，拼多多和河南近年
来在线上线下不断实现新的融合发
展。2019 年 11 月，拼多多与河南省扶
贫基金会签订产业扶贫合作协议，共
同助力河南脱贫攻坚。今年以来，拼
多多已先后投入近千万元资金，在中
牟、正阳、南召等地实施了一批产业扶
贫项目，为稳固脱贫成果作出贡献。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
长申延平表示，利用河南省农业优势
和拼多多平台资源，可以切实发挥互
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让更
多的河南特色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
乡村、走进上海，为河南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和建设数字乡村注入新的动
力。

豫沪青年企业家共话发展
本 报 讯（记 者 吴 向 辉）10 月 11
日，河南省优质特色农产品（上海）展
览会豫沪青年企业家交流活动（以下
简称交流会）在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召开，豫沪双方逾 60 位青年企业家代
表参加会议。在长达 3 小时的交流中，
豫沪两地新农人坦诚交流，共话发展
思路，碰撞出了不少合作商机。
本次交流活动，上海市、河南省
都派出了优秀的青年企业家和农业
领域的佼佼者。双方代表围绕种养
业、加工业、物流业及农业生产新理
念、新领域、新业态，进行充分交流，
进一步探讨深入合作问题。活动现
场还设立参会企业产品展示品鉴区，
在轻松愉悦氛围中，参会企业家们亲
切交流，加深认识，巩固友谊，共谋合
作。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保仓在致
辞中表示：
“我们河南的青年企业家带
着满满的诚意，带着自己生产的优质

农产品，再次来到上海，就是希望能够
与上海的青年企业家携手并肩，共同
丰富上海市民的‘菜篮子’。”
交流会上，河南金豆子蔬菜食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贾辉向参会企业表达
了合作方向，首先是希望在技术上进
行交流合作，其次计划在长三角和珠
三角地区建设规模化日产 200 吨的豆
芽工厂，
“ 有意向的上海企业家朋友，
可以在渠道和项目方面合作。”贾辉
说。
上海享农果蔬专业合作社创始人
倪林娟表示，此次豫沪深化合作非常
有意义，特别是技术、人才豫沪两地可
进行深入对接。
据悉，此次活动是继第二十三届
中国（驻马店）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
洽谈会豫沪青年企业家交流活动之后
的又一次交流互鉴活动，旨在通过组
织青年企业家的常来常往，推动豫沪
农业合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25 日之间。
由于近年来小麦土传病害和地下
害虫有持续偏重发生的态势，专家建议
在播种之前，要做好包衣和拌种。另
外，要控制好量，不能盲目多种。
农技专家提醒，各地要加强与气
象、水利部门联系，强化麦播期间农情
调度，及时发布麦播进度和监测预警信
息，指导农民科学确定播期、播量，落实
种子包衣、药剂拌种，抓好播前播后镇
压，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足种好小麦。

深松土地多打粮

留个联系方式方便合作

书记县长登台
争为豫农优品代言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10 月 11 日
上午，河南优质特色农产品（上海）展
览会系列活动“一县一业”推介活动举
行。延津小麦、永城面粉、正阳花生、
西峡香菇、清丰食用菌、温县怀山药、
灵宝苹果、郏县红牛、信阳毛尖等优质
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推介会现场，各地的书记、县长纷
纷走上舞台，热情为当地特色农产品
代言，金句频出，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参加推介的 9 种河南优质特色农
产品，采用音乐、歌舞、小品等形式进
行展演，讲述着从生产到收获的“成长
故事”。
“四个苹果改变世界，第一个苹果
诱惑了夏娃，开启了人类社会；第二个
苹果砸醒了牛顿，开启了万有引力定
律；第三个掌握在乔布斯手里，开启了
财富的未来；第四个苹果就是灵宝苹
果，将为我们带来健康美好生活。”灵
宝市市长何军颇具创意的推介词让客
商们印象深刻。
“世界花生看中国，中国花生看正
阳。每天全国 3000 多家中国花生企
业的报价来自于此，拥有中国花生的
话语权和定价权。”正阳县委书记刘艳
丽的话让在场客商为正阳花生如此高
的行业地位而赞叹。
“信阳毛尖采制工艺是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每一杯信阳毛尖背后，
都是信阳茶人匠心独运的真诚分享。
欢迎大家到信阳这座有山有水有好
茶，有诗有梦有远方的美丽城市，共品
香茗，共谋发展。”信阳市副市长胡亚
才在推介中向客商们发出邀请。
绚丽的舞台、舌尖上的美味，充满
着厚重中原文化的推介会让上海客商
对河南特色农产品有了新的期待。

品一品河南味道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开展农机深松整地，相当于建个
凌 龚庆红）庄稼不认爹和娘，土地深松 大型‘土壤水库’，能增强土壤蓄水保墒
多打粮。10 月 8 日，雨过天晴，沈丘县 和抗旱排涝能力，肯定多打粮多赚钱。
邢庄镇南赵庄村，一块偌大的秋收玉米 今年，俺承揽土地深耕深松项目的活，
后的田地里，伴随着阵阵轰鸣声，两台 一点也不能马虎，得按标准深度整地，
大型深松拖拉机牵引约有半米长的铁 有农机监理服务站和电子眼紧盯，还有
犁齿轰隆隆前行……深松机驰骋过后， 群众监督着呢!”在地里忙着深耕深松田
打破了犁底层，增加耕层厚度，板结的 地的农机手张金成接过话茬说。
土壤立时被“舒筋活络”，变得松软细
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民都是用旋耕
碎。现场围观群众连声称赞。
机械在现有耕地上反复耕种，致使土壤
“真没有想到，今年我们家一分钱 活土层越来越浅，犁底层越来越坚硬，
不用掏，也不用操心，田地就被犁得既 造成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重，蓄水保
深又松软，感谢政府的好政策！再说土 墒能力下降，农作物单产不高。实施土
地深松后，深度达 25 厘米以上，这样土 地深松作业，深度保持在 25 厘米~30 厘
地也比以前更加肥沃了，接下来播种小 米，彻底打破犁底层，改善了土壤耕层
麦时，旋耕一遍就完活了，真是太好了!” 结构，为现代农业生产创造一个良好的
当日，该村种粮大户赵效俊站在地头， 土壤条件。据测算，深松后粮田每亩能
手指自家刚深松整过的 200 亩地，乐呵 增产 10%左右。
呵地道出了心里话。
据悉，为扎实推进项目开展，该县
农机深松作业是指在不翻土的前 坚持“行政推动、补贴引导、完善机制、农
提下疏松土壤，其作业深度在 25 厘米以 民自愿、确保实效”的方针，财政部门负
上，打破了往年的犁底层深度，使上下 责补贴资金监督管理，农机局负责项目
层土壤中的水、肥、气、热得到贯通，起到 实施和深松质量监督、技术管理，对参
了“舒筋活络通气”的功效，有利于农作 加深松作业的机械全部安装了智能卫
物根系汲养，进而提高农作物产量和效 星电子检测设备，以对深松作业质量实
益。“原来使用旋耕犁耕作深入地下也 行实时跟踪监控，以确保深松作业质
就 10 厘米左右，容易造成土壤板结、作 量。
物根系下扎困难，现在深松深度标准超
该县农机局局长刘永将告诉记者：
过 25 厘米，据科学监测，深松过的土壤 “今年我们县争取国家深松作业补贴项
比没有深松过的土壤可以多保持 20% 目资金 263 万余元，参与农机合作社 10
的水分，每亩粮食产量可提高 40 公斤到 家，深松项目 26 万亩，全县投入大功率
70 公斤。”赵效俊说起土地深松“舒筋活 深松机械 71 台。目前，土地深松工作已
络”的好处，如数家珍。
进入尾声。”

尝尝中原特色

挑点河南特产

10 月 12 日，
在商丘市梁园区观堂镇农贸市场里，
该镇农业服务中心技术员正向过往
群众免费发放小麦备播明白纸。连日来，为了夺取明年小麦丰收，观堂镇政府及时制定
小麦播种技术意见，组织包村农技人员，深入镇、村田间地头，通过举办技术培训班、印发
技术明白纸等多种形式，指导农民做好小麦播种，实现了村有科技种田技术员、户有科技
种田明白纸、家有科技种田明白人。
陈臣 摄

中国开封第 38 届菊花文化节
10 月 18 日开幕

网红现场直播带货

灵宝市市长推销灵宝苹果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吴向辉 摄）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9 月 30 日，开
封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在开封举行中国
开封第 38 届菊花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开
封市委副书记秦保强作新闻发布,开封
市副市长刘震主持。本届菊花文化节
将于 10 月 18 日隆重开幕，11 月 18 日闭
幕，历时 1 个月，290 万盆风姿绰约的菊
花将开满开封城，诚邀四海宾朋相约八
朝古都，赏一赏曼妙菊花、逛一逛古都
开封、游一游黄河美景、尝一尝汴梁美
食、品一品宋都文化……
秦保强在发布会上介绍，中国开封
第 38 届菊花文化节以“讲好黄河故事、
花开八朝古都”为主题，彰显“黄河情、菊
香韵、欢乐宋”文化内涵，将中国传统文
化、菊文化、宋文化及绿色生态可持续
发展理念相结合，把开封灿烂恢宏的历

史、深厚的文化底蕴、靓丽的现代形象、
美好的发展前景，全面展示在世人面
前，努力办成既有时代气息又具开封特
色的菊会盛宴。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产生活秩序带来了严重冲
击，促使本届菊花文化节举办方式和
活动内容有新的提升和转变。本届
菊花文化节将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
线 上 线 下 同 步 开 展 各 项 活 动 ：线 下 ，
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的前提下，精简举办文化、经贸、花
事 等 系 列 主 题 活 动 ；线 上 ，将 更 多 地
采 用 视 频 直 播 互 动、网 络 呈 现、全 媒
体推送等方式，开展系列文化旅游推
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