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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 （记者刘彤 通讯员张德奇
高新菊）利用项目研发的技术体系，可实

现生产效率提升 20%以上、节本减投

30%以上、产后收获储存损失率降低5%

以上……9月27日，由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牵头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粮食丰产

增效科技创新”重点专项“河南多热少雨

区小麦-玉米周年集约化丰产增效技术

集成与示范”项目观摩会在商水县召开，

集中介绍展示了项目总体实施情况和取

得的标志性成果。

项目咨询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赵明研究员，河南师范大学李

春喜教授，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项目

专员赵霞研究员，河南省科技厅农村科技

处刘彦宾副处长，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科研

管理处田云峰处长，河南省项目首席专家

李向东研究员以及河南省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河南省土壤肥料站、商水县农业农

村局相关领导及项目各课题负责人、各任

务负责人和技术骨干，示范基地负责人、

合作社代表等出席会议。

在位于商水县张庄乡的粮食生产智

能化服务管理控制中心，与会代表观摩了

万亩高标准农田总体布局和功能区沙盘

展示，项目首席专家李向东研究员介绍了

项目总体实施情况和取得的标志性成

果。李向东介绍，项目以丰产稳产和精简

高效为目标，针对河南多热少雨区小麦-

玉米土壤亚健康趋势明显、光温水资源与

作物生长发育需求错位和气象灾害频发

等障碍因子，研发了以调理剂调节土壤酸

碱状况、微生物菌剂活化培肥土壤、“翻松

压结合”提高耕层质量和“品种+播期+播

量”构建以高质量群个体为核心的定向调

控技术；创制了覆盖保墒、水肥互调高效用

水技术，因气象变化、因作物长势、因产量品

质指标的因变管理技术；集成了以农艺、物

理、生物、化学、信息等手段相结合，“土壤-

作物-大气”一体化统筹，收获储藏减损保

质，机械化信息化智慧化为引导的精简高

效生产技术；构建了“研发单位+推广系

统+涉农企业+合作社+农户五位一体”和

“一、二、三产融合”的技术推广应用模式，

疏通了技术成果利用、转化和扩散渠道。

据了解，项目实施以来，在全省示范

应用了 3000余万亩，累计增产粮食超

120万吨。利用项目研发的技术体系，水

资源和化肥利用效率提高10%以上，光热

利用效率提高15%以上，气象灾害与病虫

害损失率降低5%以上，生产效率提升

20%以上，节本减投30%以上，产后收获

储存损失率降低5%以上。通过项目的实

施，项目区耕地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农业

机械化、信息化水平大大提高，粮食产量

与质量协同度明显加强，农业生产效率与

效益同步提升，引领我省走上了以科技为

支撑的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真正实

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平畴沃野丰收景，中原粮仓不虚传。

在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记者看到示范

区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排灌设施完

备。由于品种选用得当、播种质量高、技术

抗逆丰产，示范区玉米长势喜人，丰收在

即。同时，项目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

助力经济2020”专项“冬小麦-夏玉米丰产

提质应变栽培技术示范应用”紧密结合。

“冬小麦-夏玉米丰产提质应变栽培技术

示范应用”项目负责人张德奇副研究员介

绍，“项目以河南省冬小麦-夏玉米生产影

响较重的干旱、低温冻（寒）害、高温热害等

自然灾害预防和应急管理为目标，解决规

模化经营条件下减灾保产、稳收增效技术

关键，提高规模化种植的技术标准化管理

程度和生产效率、经济效益，提升科技助推

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实现科研助力、农民

增收、企业增效，通过应变技术综合展示，有

力地推动了项目间有机衔接，促进了科技和

经济的融合发展，助推了农业生产稳定发

展、农村生活秩序稳定、农民丰产增收。”

在商水县舒庄乡示范区玉米籽粒机

收观摩现场，以展示信息化、机械化的智

慧农业技术为主，通过采取适宜机收品种、

北斗导航避茬播种、水肥一体化等管理技

术，玉米总体长势明显较好。项目首席专

家李向东研究员向记者介绍道，小麦-玉

米周年丰产增效集成关键技术包括：有机

无机地力培肥技术、北斗导航避茬播种、种

肥异位精密播种技术、“一包三喷五防”绿

色生产技术及籽粒机收与烘干储藏技术，

通过综合集成技术示范应用，每亩可以节

省用工2～3人次，亩节本增效100～120

元，玉米籽粒破碎率在2%～3%，收运储环

节减损5%～7%，籽粒机收示范效果显著。

项目咨询专家赵明研究员在总结点

评时指出：河南作为粮食大省，不仅具有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同时在粮丰品牌打

造、实施方面均处于领先水平，在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性和关

键性作用。项目区益鑫种植专业合作社

张留群社长介绍，通过应用新的技术和农

机具，产量较往年明显提高，生产效率与

效益同步提升，这更加坚定了他科学种

田、科技增产增收的信心。

此次观摩会得到与会领导、专家的一

致肯定，项目成果得到了集中展示，同时

为下一步加强成果凝练和绩效考评工作

奠定了基础；通过项目的实施，促进了我

省粮食连年丰产、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

产增收，助推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对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积极有效的支

撑作用。

当前，正值我省秋延黄瓜栽
培期。黄瓜秋季栽培在有霜地
区是指初霜之前收获结束的栽
培，而在常年无霜地区是在夏瓜
拔秧后秋瓜上市的秋季栽培。
所谓秋延栽培是指我国北方秋
季温度下降较快，生长期短，冬
前（霜前）不能完全收获，必须加
以覆盖保护生长。

秋延栽培可以使黄瓜栽培
茬次增多，还可以通过晚收储藏
在新年上市，成为节日的优质鲜
菜，所以近几年栽培面积逐年扩
大。秋延栽培和露地栽培、大棚
春提前栽培在技术上有相同的
地方，本文仅介绍与之不同的关
键技术。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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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名片

本报讯 （记者肖列 通讯员路放）

“南曹乡带贫合作社现有新鲜的大棚辣

椒和小黄瓜待售，大家也可以直接到

大棚里采摘，品质优良、价格实惠，大

量采购还可免费送货，请抓紧时间联

系……”近期，在尉氏县南曹乡群众的

微信朋友圈里，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消

息和图片。

从9月上旬开始，南曹乡带贫合作

社的蔬菜就已陆续成熟。以前蔬菜主

要批发给本地市场的摊贩，但近期有大

量蔬菜成熟上市，为了解决蔬菜的销路

问题，该乡党委、乡政府想到了朋友圈

兜售的方式，朋友圈、微信群“带货”成

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

“多亏大家帮忙，蔬菜卖得很快。

今年，合作社种植了很多品种的蔬菜，

由于产量高、品质好、价格实惠，让合作

社不少农户和贫困户都赚了钱。”南曹

乡带贫合作社负责人李四说。

据了解，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

来，该乡通过产业引导和政策扶持，带

动贫困人口发展符合自身条件的产业

项目，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引导他

们自我发展、自主脱贫。通过“联系采

购、免费运输、价格满意”等方式，有效

解决了贫困户季节性蔬菜销售的问

题。今年以来，该乡累计帮贫困户销售

番茄、黄瓜、辣椒等各类农产品近2万

元，受到当地群众赞誉。

品种选择。大棚秋延后黄瓜生长的

环境条件是温度前期高后期低，因此要

求品种的温度适应性强。此外，秋延后

黄瓜播种后正是高温长日照时期，而黄

瓜的一个重要生物学特性就是在低温短

日照条件下雌花多，高温长日照条件下

雄花少，因此秋延后黄瓜栽培应选择温

度适应性广、高温长日照条件下雌花多

的品种，并且在苗期要用增瓜激素进行

处理。满足这个条件的优秀品种有博杰

106、博杰172、博美C01、津优21等。

高垄定植。秋延栽培期间雨季尚未

完全结束，雨水多，应当高垄定植，以利

于遇大雨时排水。

播种期确定。秋延后大棚黄瓜播种

期不能太早，过早苗期遇上高温多雨，病

害较重，不但上市期与露地黄瓜相遇，价

格较低，而且易早衰，后期产量低。播种

期过晚，则生长后期温度急剧下降，影响

产量。

降温育苗。秋黄瓜播种后，要将荫

棚盖好，荫棚的竹竿或钢筋架要跨过畦

面，这样下雨后雨水可顺棚流到畦外，避

免雨水将畦面冲坏或把种子冲出。夏秋

之交温度高，一般播后2~3天可出苗。

出苗后要把荫棚周围薄膜稍向上卷，加

大放风。一般情况下，播后7天左右可长

出1片真叶，15天左右即可达3~4片真

叶，可以进行定植。如地较早整好，可在

两片真叶时定植。

整地施肥。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

清除枯枝烂叶，特别是杂草，避免杂草在

瓜地造成隐患，随后深翻，以备整畦。不

论是直接播种或是育苗移栽，都要采用小

高畦种植，以利于排水和生长。小高畦一

般宽1~1.1米（高畦宽40~50厘米，沟宽

60厘米）种植两行，株距22厘米。秋延后

黄瓜都是跟茬种植，土地没有休闲时间，

整地前一是要将杂草和前茬根叶清除干

净，二是整地时施入足量的腐熟有机肥。

无论定植或直播，整地前均应施基肥，但

此茬施基肥数量不可过多，以防烧根。

667 平方米施优质腐熟有机肥 3000~

5000千克，氮磷钾三元素复合肥50千克。

适期定植。秋延后黄瓜在腾出地后

即应抓紧早栽。栽晚了幼苗在苗畦中易

徒长，移栽时苗大易伤根，缓苗慢，结瓜

晚，大棚后期易冻害，产量降低。

▼10月7日，光山县北向店乡高山村

青年农民龚辉和妻子胡林在采摘金果

梨。他们种植的金果梨在“双节”期间销

售火爆。2014年，夫妻二人返乡创业，创

办田园风光家庭农场，种植优良品种金果

梨，长期雇用本村村民务工，助力农民增

收。 谢万柏摄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新一批

拟取消和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有关情

况。农业农村部法规司司长王乐君表

示，为鼓励农药产品创新，方便新农药

研制者开展试验，可以不再对农药研

发生产企业的试验活动单独审批。王

乐君介绍，为加强试验单位的监管，农

业农村部将通过相关措施来保证其具

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

●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等七部门开展了中国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创建和遴选工作。经县市（垦

区、林区）申请、省级推荐、专家评审等

程序，遴选出了79个中国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第四批），并予以公示。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全国秋冬

种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强调，要大力推

广节水、节肥、节药等绿色生产技术，高

标准高质量推进秋冬种生产。确保实

现全年粮食产量在13000亿斤以上的目

标，要统筹做好南方晚稻后期田管、秋

冬“菜篮子”产品稳供保价、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和农资打假等工作，确保全年

农业生产圆满收官。

●日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百

草枯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其中要

求，根据农业农村部第 269 号公告，百

草枯母药生产企业生产的百草枯产

品只能用于出口，不得在境内销售。

●日前，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

业家协会发布“2020中国企业500强榜

单”。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有限公司分列前三位。其中，中化集

团、中国化工、中国供销集团、云天化、

贵州磷化、浙江兴合集团等多家涉农企

业上榜。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栽

培与生理创新团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奇台总场通过实施增密种植、水肥一

体化和化控等高产栽培技术创造了玉

米亩产1663.25公斤的全国单产最新纪

录，较上一次单产纪录提高了146.14公

斤/亩，这是该团队第7次刷新我国玉米

高产纪录。 (本报综合)

日前，三门峡市2020年谷子全

程机械化技术培训班在陕州区观音

堂镇石壕村举办，当地农民合作社负

责人及谷子种植大户60余人参加。

此次培训由三门峡市农机化技

术推广站农机推广专家授课，分别就

谷子全程机械化生产中的机耕整地、

精量播种、精准施肥、病虫害防治、田

间管理、收获脱粒、烘干贮藏等环节

进行了详细讲解，并向学员发放“谷

子高产栽培规程”“农机化技术口袋

书”等学习和宣传资料。

据了解，此次培训不仅使学员学

到了理论知识、增长了农艺技术，还

为提高该市谷子全程机械化水平提

供了技术支撑。 （厅报）

▶近日，宁陵县阳驿乡朱屯村冬枣园

里弥漫着淡淡的枣香，黄中透红的冬枣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摘。据了解，该冬枣园

的主人叫郭学明，是一名回乡创业的青年共

产党员，在他的带领下，该县阳驿乡、城郊

乡、张弓镇发展冬枣种植2000多亩，帮助

当地一批贫困户脱贫致富。 吕忠箱摄

近日，淮滨食用菌实用技术培训

班在该县赵集镇举办，当地从事食用

菌种植的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技术

人员和即将从事食用菌种植的农民

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河南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陈世昌教授讲授秀珍菇、双孢

菇、草菇的种植管理技术，并组织学

员到蕈丰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观

摩学习。

此次培训，帮助当地种植户进一

步掌握食用菌管理技术，充分利用独

特的资源优势，以期形成食用菌产业

遍地开花的良好局面。 （厅报）

近日，长垣市农业农村局在该市

原种场召开玉米籽粒机收观摩培训

会，基层农技指导人员、农业科技示

范主体、种粮大户等150余人参会。

会上，农技专家围绕玉米籽粒机

收技术，对基层农技指导人员、农业

科技示范主体、种粮大户进行培

训。农技专家强调，玉米籽粒机收

关键要把握好收获时期，通常玉米

籽粒乳线消失后 4～5天最佳。随

后，机手进行了玉米籽粒机收现场

演示，一会工夫就收获了满满一车

的玉米籽粒。

此次培训，让与会者感受到了先

进适用农技带给农业生产的巨大动

能，提高了农技推广工作者的业务能

力，加强了种粮大户学习新技术、应

用新技术的意愿。 （厅报）

示范应用3000余万亩 累计增产超120万吨

粮丰工程：创新农业科技 守护中原粮仓
推广先进适用农技
赋能农民增收致富

秋延黄瓜效益高 栽前准备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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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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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食用菌生产更高效

金果俏销富农家金果俏销富农家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