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小麦春管 夯实丰收基础
本报讯 3月3日至3月4日，

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专

家一行九人，赴共建县滑县进行技

术指导服务。滑县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负责人罗俊丽、科长王双成、

技术专家高丁石等陪同体系专家

团队前往慈周寨镇北李庄村和四

间房乡潘张村高效农业示范园育

苗基地技术指导，讨论共建方案。

在慈周寨镇北李庄村，温室大

番茄和樱桃番茄正在采收，专家针

对生产中存在的大水漫灌、低温坐

果差、果实大小不均匀等问题进行

技术指导，引导种植户改进管理技

术，减轻田间劳动强度。在四间房

乡潘张村，育苗基地培育的33个

樱桃番茄品种幼苗已经5片叶，可

以定植了，示范户的种植大棚已经

旋耕，正准备做畦，专家指导种植

户施用有机肥、起垄方法和微孔膜

使用方法。 （本报记者）

本报讯 3月2日至3月3日，

省级产业技术顾问团首席专家董文

召一行，到鹤壁市召开试点县共建工

作座谈暨培训会议，推进鹤壁市科技

引领优势产业发展试点县建设工作。

会议采取现场调研、交流座谈

和技术培训的方式进行。与会专

家分别就花生标准化生产、新品种

新技术的试验示范、麦套花生全程

机械化、病虫害防控、品牌销售与

深度利用等方面提出了专业化的

建议，同时也对与浚县花生产业共

建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展开了深入

研究交流，积极为浚县花生产业发

展出谋划策。会后，省花生产业专

家团队对河南丰盛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的物流仓库和深加工生产线

进行实地调研。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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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百姓富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杨德船）“别看这个地方现在

不起眼，3年以后肯定大变样，我

有决心把以前的‘花地窝’变成

将来的‘聚宝盆’。”2月28日，宝

丰县观音堂示范区大石扒村花

椒种植大户李旭广一边干活儿，

一边满怀信心地说。

当日上午，10余名群众在大

石扒村的“花地窝”挥镐舞锨，有

的刨坑，有的栽苗，有的填土夯

实，热火朝天地忙着种植花椒树

苗。

据了解，“花地窝”位于一个

山窝处，几十年前曾经种过棉

花，但因土地贫瘠缺水，没有成

功，从此以后这里一直撂荒，无

人问津，老百姓习惯性地把这里

叫作“花地窝”。

可李旭广认为这里大有可

为：“土地是咱农民的命根子，人

勤地不懒，只要好好伺候它，肯

定不会亏待咱，我相信土能生

金。”今年50岁出头的李旭广，多

年来一直在外打拼，凭着自己的

聪明才智和勤劳苦干，早已过上

了富裕生活，但他始终认为是大

石扒的山水哺育了他，赶上了好

政策就应该好好回报家乡，带领

乡亲们共同致富才是真正的富

裕。

为此，几年前他就回乡创

业，在不远处的“狮子坡”上，种

下的260多亩大红袍花椒已初

具规模，进入盛果期。这一次，

他又承包下这片“花地窝”，利用

整整一个冬天，硬是在乱石坡上

抠出了120亩土地种植花椒树。

“村里也非常支持，从观音

堂示范区争取到8000棵花椒树

苗让我栽种。这些花椒树的品

种都是大红袍，成熟后果实饱

满、颜色鲜红、味道麻香，产量高

而且耐旱。3年后开始挂果，5年

后进入盛果期。”李旭广一说起

花椒树就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近几年来，优质花椒的价格

一直比较稳定，这让李旭广尝到

了丰收的喜悦，2021年他的花椒

纯收入达10万余元。截至目前，

李旭广的花椒种植面积已达380

多亩，是远近闻名的花椒种植大

户。

“在李旭广等种植大户的带

动下，花椒已成为大石扒村的

主要支柱产业之一，全村现已

发展花椒种植面积 700 多亩，

群众收益比较可观，常年带动

20余人参与务工。下一步要努

力擦亮花椒产业这张名片，从

生产加工到包装销售，形成产

业链条，强化品牌意识，突出地

域特色，夯实产业基础，真正让

花椒树成为富民增收的‘摇钱

树’。”观音堂示范区管委会副

主任陆小丽说。

700亩花椒带富乡亲
宝丰县观音堂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王琦 通讯员

卢涛）宽阔整洁的“彩虹公路”、

粉刷一新的白墙房屋、清澈的小

河蜿蜒而过……3月2日，走进

确山县三里河街道中店社区，一

幅别样景象呈现在眼前。“这房

子原来都是大窟窿，漏风又漏

雨，都快塌了，没想到政府给改

成了民宿，颜值一下子就有了。”

民宿合伙人夏卫东说。

夏卫东的林溪小院只是中

店社区打造“乐中民宿”品牌中

的一块拼图。

中店社区在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过程中，结合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探索出的“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民宿”模式，通过生

态、旅游、扶贫、乡村振兴“四

位一体”融合发展，助力百姓致

富增收。

“‘乐中民宿’项目内的 3

个村民组，共有 128 户搬迁旧

房可改造民宿，已经改造了30

户，剩余98户计划今年年底全

部改造投入运营。”三里河街

道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冯登

辉说，一批高端特色民宿品牌

将在今年“五一”和游客正式

见面。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笃定大力发展

以休闲娱乐、度假养生为主的

民宿旅游后，三里河街道中店

社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清污治

乱，植绿造景，把“脏乱差”变成

“洁净美”，把好环境变成增收的

“金饭碗”。

沿着“彩虹公路”往里走，

“装满”乡愁的村史馆、“调慢”时

光的咖啡馆、网红打卡地乡村艺

术广场等错落有致、各有情调。

小山村新肌理中融入了人文风

情、原耕农业、儿时记忆等印记，

一个以乡村民俗文化为纽带的

民宿集群呼之欲出。

民宿集群呼之欲出
确山县中店社区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乔新强）“我们在暖棚里面添

加了一些浴霸灯，又加装了一层

PO膜，增温和保温效果格外明

显，第一茬七彩圣女果春节前就

上市了，批发价一斤卖到了20元

以上。”3月4日，在鲁山县琴台

街道下辖的余堂社区，连片暖棚

的负责人张延有介绍说。

余堂社区群众以前以种大

田作物为主，20世纪90年代末开

始引进蔬菜种植。2020年10月，

在县委办驻村工作队的协助下，县

有关部门援建余堂社区的16个钢

结构暖棚建成，每个暖棚900平方

米，可以种植反季节蔬菜。

今年42岁的张延有是个吃

苦耐劳的人，积累了丰富的种菜

经验：“第一年承包大棚后，除了

种植蔬菜，我还试种了一个暖棚

的七彩圣女果，效益不错。去年

9月，我从山东寿光以每棵一元

的价格购回了15000棵七彩圣

女果苗，种了6个暖棚，有橘橙、

黄金海岸、紫花生、绿宝石等多

个品种。”

“绿宝石又名‘贼不偷’，成

熟时看起来是绿色的，但味道沙

甜，特别好吃。我们还试种了一

些‘草莓果’西红柿品种，直径在

6厘米左右，单个重约100克，有

种地道的西红柿味。”余堂社区

党支部书记张延钦介绍，目前在

种植基地务工的群众有10多个，

其中脱贫户4人，每人一天80元

工钱。

为了让七彩圣女果赶在春

节前的消费旺季上市，张延钦协

调村里的电工给种植基地架设

了专线，在6个暖棚内共安装了

180盏大功率的浴霸灯，又建议

在暖棚内部搭建了一层保暖性

能更高的PO膜，效果十分明显，

也取得了良好的收益。

“明年我准备再引进黑珍

珠、巧克力、卷帘珠等新品种圣

女果，争取把基地打造成鲁山居

民的休闲采摘园。”张延有说。

七彩圣女果提前上市
鲁山县余堂社区

□本报记者曹相飞通讯员李中贺

虎年春来早，春管农事忙。眼下，邓州广

阔的田地上处处可见农民群众忙碌的身影，

一幅“春忙图”正徐徐展开。

3月2日，记者走进国家粮食核心主产

区、国家超级产粮大县邓州市，就目前春耕生

产采访了邓州市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冀洪策。

去年麦播以来，邓州市克服土壤过湿、整

地播种极其困难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特别是

针对晚播小麦，小麦专家团队结合国家、省市

专家的建议，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四补一促”

关键技术措施，麦播面积保持在220万亩，麦

播基础好于预期。

冀洪策介绍，去年小麦播期普遍推迟，

播期拉长，晚播弱苗占比偏高，苗情类型较

为复杂，客观情况不容忽视。加之春季天

气不确定性大，麦田春管难度增加。对此，

邓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足早安排、

早动员、早管理，对春季麦田采取“促弱稳

壮保群体，促苗转化保穗数，促穗发育增粒

数，养根护叶增粒重”的措施，以“增温促根

促早发、防旱防冻控病虫”为重点，狠抓促

早发、促升级、促转化。专家和技术人员一

线精准把控、分类型精准施策、分阶段技术

及时跟进，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户全面行动，

力促苗情转化升级，搭好丰产架子，确保夏

粮丰收。

针对冬前没有进行化学除草或冬前化除

效果差的麦田，邓州市农技部门要求在小麦

返青至起身期实施麦田化学除草。“在日平均

气温稳定通过6℃以后，选择晴好天气于上午

10点至下午4点进行化学除草。”冀洪策说，

同时督促及早进行中耕，增温保墒、改善土壤

通透条件、促进根系生长。

对旺长麦田或有旺长趋势的麦田，邓州

市农技部门一方面要求农民采取镇压或深锄

断根，抑制春季过多分蘖和麦苗继续旺长；一

方面在起身初期进行叶面喷施植物生长抑制

剂，以缩短基部节间，控制继续旺长，预防后

期发生倒伏。

当前正是监控小麦条锈病发生情况的关

键时期，该市农技部门加强监测预报，全面落

实“带药侦查、打点保面”的防控策略，采取

“发现一点、防治一片”的预防措施，及时控制

发病中心，延缓病害扩展蔓延。

抽穗扬花期是病虫害多发、重发、叠发

期，也是病虫防控的关键期。邓州市植保部

门根据监测预报，抓住关键时期，及时足量用

药，科学精准防控。

“抽穗扬花期重点预防小麦赤霉病，针对

该时段的连阴雨或连续结露雾霾等适宜病害

流行天气，我们进行研判，制订预案以便及时

施药预防，降低病害流行风险。要求在灌浆

期根据麦田病虫发生实际情况，将杀菌剂、杀

虫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及叶面肥等，科学配

方、混合喷洒，综合控制条锈病、白粉病、叶锈

病、叶枯病和穗蚜等多种病虫危害，达到一喷

多效，确保邓州220万亩夏粮种植面积丰产

丰收。”冀洪策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曹
良刚罗玉兰）3月1日，商城县农业科技引领

优势水稻发展产业试点县共建推进暨培训会

在商城县农业农村局举办。会上，来自省农

业农村厅、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省农科院、

河南工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信阳市农业农

村局、市农科院的领导、知名专家教授，以及

该县特聘农技员、新型经营主体代表等齐聚

一堂交流学习，共商该县优质水稻发展大计，

助力该县农业科技发展事业。

“作为农业生产大县，我县一直致力于农

业科技的大力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开展农业科技引领优

势产业发展试点县共建工作，将会使我县实

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商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徐孝国对做好试点县

共建工作充满信心，并在会上介绍了该县的

具体做法。

商城县水稻种植面积50万亩以上，稻米

产业是商城县种植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受益

面最广的基础优势产业。近年来，该县通过

聚焦优势产业，明确发展思路；发挥人才优

势，完善服务网络；打造惠民平台，提升服务

质量等举措，推动优质水稻产业持续发展。

去年，省农业农村厅开展农业科技引领优势

产业发展试点县共建工作，经过层层评选，最

终，商城县被确定成为全省首批16个试点县

之一，主攻水稻产业。

据了解，该县2021年主要粮食产量达

6.1亿斤。2022年，该县将发展再生稻16万

亩，稻渔综合种养稳定在5万亩，稻鸭综合种

养3万亩，富硒稻1万亩。

“商城县应不断扩大水稻生产优势，拓展

产业链，增加经营主体的收入。”省农业农村厅

科教处副处长余斌对商城县水稻发展提出意

见建议。省、市4位专家分别就再生稻生产技

术、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稻米适度加工与深

度利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授课。

“育苗时土壤覆盖量和种子的密度都要

把握好。”在商城县斗岭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大

棚内，专家们仔细询问了再生稻育苗情况，现

场对育苗工作进行指导。专家们还到商城县

现代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查看了稻种情况，

与合作社负责人董顺贵交流了育苗大棚建

设、农业机械使用等方面的情况，并提出建

议。专家们还参观了该县李集乡种粮大户蒋

仁山的稻鸭共作基地，深入交流了该特色水

稻种植模式。

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专家滑县送技术

首席专家为鹤壁花生产业发展支招

□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高长军张海军

初春时节，卢氏县到处是药农们连翘春管的繁

忙景象。“去年虽然遭遇了‘倒春寒’，但补救及

时、销售价格攀升，我家种植的8亩连翘仍卖了

5万多元。”2月28日，该县徐家湾乡凤凰湾村村

民梁镇安高兴地说。

近年来，卢氏县连翘产业得到迅猛发展，种

植户达到3万户10万人，总面积超过150万亩，

年产干品4000多吨，成为全国连翘第一县，荣

获了国家质检总局和农业农村部双认证原产地

保护品种和地理标志产品。

打造超百万亩连翘基地

卢氏连翘以果大、体圆、壳厚、色正而闻名

全国，具有种类全、产量高、品质好的特点，深受

用户青睐。卢氏当地自古就有采集、加工、使用

野生连翘的传统。

卢氏连翘产业坚持走野生抚育、人工培育、

连片发展、规模经营的发展路子，重点扶持，示

范带动，奖补促进，做大做强连翘主导产业。

该县5年间投资20多亿元，在优种优育、科

学栽培、精细管理、开发利用上扩量增效，在国

省道、县乡道沿线、重点产区、主要景区打造出

一批万亩精品连翘基地、5000亩连翘示范基地

和千亩标准化连翘基地。

截至目前，该县涌现出6个万亩以上连翘

生产基地、34个千亩以上连翘生产基地，年户均

连翘种植收入15000余元，鼓起了农民的钱袋

子。

培养300余名连翘“土专家”

双龙湾镇东虎岭村“连翘达人”韩建武种了

38亩连翘，总收入达上百万元。他又投资50余

万元成立了连翘专业合作社，购置成套连翘烘

干设备，常年免费为100余户药农烘干青翘、提

供技术服务和市场信息。

为了培养更多的“连翘达人”，卢氏县成立

产业生产管理办公室，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通

力合作，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举办技术培训

班，培养出300余名连翘“土专家”，引领全县药

农发展产业。

为鼓励扶持连翘产业，卢氏县政府为种植户无

偿提供种苗，并给予每亩90元的奖补资金，四年间

累计发放贴息金融扶贫贷款20亿元。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连翘产业被确定为卢氏县五大产业链之

一，2名县级领导担任连翘产业链正副链长。为

延链扩链强链，卢氏县制定了高质量发展规划，

多措并举，撬动连翘种苗繁育、栽培管理、综合

开发等产业链上下游齐头并进、同步发展。

“连翘浑身都是宝啊！果入药，叶制茶，枝

条、种子繁育种苗，花是美景又是‘钱！”该县献

民连翘茶厂厂长杨献民说，他承包的10万亩

野生连翘山，每年采收的连翘叶都制成了连翘

青茶、红茶，产品俏销上海等全国各地，年收入

3000余万元，带动了300余名脱贫户就业增

收。

据统计，卢氏全县连翘年综合收入已达到

10 亿元。连翘全产业链条初步建立，逐渐实现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势头良好。

目前，全县成立连翘专业合作社 50多个，

种苗繁育基地 9个，培育的卢翘1号、卢翘2号、

卢翘3号、卢翘4号等连翘优良品种深受山西、

陕西等地药农喜爱。现有连翘烘干车间18 个，

玉皇山医药中药饮片、乐氏同仁制药等连翘加

工企业 3个，连翘茶厂3个，旅游休闲度假区4

个。同时，与河南桐君堂道地中药材有限公司、

河南中锦园实业有限公司合作，成为石家庄以

岭药业、北京春风药业、河南福森药业、上海凯

宝药业的合作供应商。

精准监测防控小麦“两病”
——访邓州市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冀洪策

专家到田间 技术送到手
商城县开展农业科技引领优势产业发展试点县共建工作

卢氏“全国连翘第一县”是怎样炼成的

3月7日，在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内，自走式喷灌设备为优质专用小麦“解渴”。牛书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