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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共进牵手共进 合作共赢合作共赢

进入6月份以来，我省遭遇历史少有的持续高温少雨天
气，全省土壤0~20cm耕层普遍干旱，给玉米、大豆、花生等秋
作物播种、出苗、幼苗生长及田间管理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如何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努力实现苗齐、苗匀、苗壮，为夺
取秋粮丰收奠定坚实基础？6月19日，省农业农村厅邀请河南
省农业科学院、河南省经济作物推广总站等单位有关专家为不
同秋作物抗旱抢种进行讲解，献上妙招。

不同地区要结合本地“三夏”生产进程、天气条件、土壤墒
情，分类指导，广开水源，采用多种方式浇好水、浇关键水。对
墒情不足的地块，要进行造墒播种或播后浇蒙头水，确保早发
快长；对没有灌溉条件的丘陵旱地，要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可采
取干籽寄种、播后等雨等方式进行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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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办

□本报记者吴向辉

商丘市作为农业大市，农业资源富

足，农产品品种丰富，农产品加工企业

众多。在豫沪农业领域合作中，该市抢

抓农业大市牵手国际大都市的机遇，着

力发展供沪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基

地，努力打造豫沪合作特色农产品入沪

的“桥头堡”。

开启优质农产品进沪绿色通道

6月15日，在睢县冷链物流及净菜

产业园项目施工工地上，机器轰鸣，工

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施工。睢县云腾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玲说：

“产业园是我省第一个以净菜加工和市

场服务为核心，深度融合一产二产和三

产的农产品综合加工和物流园区。”

近年来，睢县云腾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依托睢县资源优势，根据上海市场的

实际需要和净菜标准，发展净菜新产

业，打造了主要从事集净菜加工、冷链

物流、种植养殖和技术研发于一体的云

腾净菜产业园，撬动上海大市场，把“优

质优价”“高大上”的农产品从田间地头

端到上海市民的餐桌。该公司是河南

省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上海市市外蔬菜

主供应基地，其果蔬产品等净菜的320

项指标均达到规定标准，为商丘市乃至

全省的农产品进沪开启了绿色通道。

“豫沪合作不仅拓宽了商丘农产品

销售渠道，而且也促进了农业高质量发

展。”商丘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董锋

霞说。

拿下长年合作大订单

2020年，在豫沪农业领域合作“豫

果飘香”品牌农产品展销活动中，柘城

县三樱汇食品有限公司拿到了大订

单。该公司与拼多多达成了合作意向，

该公司的辣椒酱将直接进入上海20个

社区，同时还拿到了为上海2万家快餐

配送点配送牛肉酱的合同书，合同金额

超过2.8亿元。

通过展示和推介，宁陵县金桥酥梨

专业合作社与上海果蔬协会签订了年供

货量50吨精品果的合作合同；商丘河南

皇时康食品有限公司与上海维浩食品公

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年销售玉米糁、黄

金粉制品500吨；虞城县绿环速冻食品有

限公司与上海品食乐公司签订产品销售

合同，年销售速冻蔬菜制品1000吨……

“2021年，销往上海的农产品及加

工制品共3.3万余吨，价值达1.7亿余

元，涉及品类主要有面粉、挂面、速冻食

品及休闲饮品、鸡蛋、辣椒制品、水果、

蔬菜等。”董锋霞介绍说。

承接产业转移，建原料基地

豫沪农业领域合作以来，一大批农

产品精深加工企业纷纷在商丘落地开

花，商丘饮之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饮之健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商丘投资办厂看中的就是当地

的原材料资源优势，宁陵的酥梨、民权

的葡萄、虞城的苹果等这些水果全国都

知名。”饮之健公司副总经理高锋说。

据介绍，该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不仅解决了原材料采购问题，

还带动了当地农户发展特色种植。

该公司主要产品有果蔬发酵、果乳

发酵、草本发酵、茶叶及咖啡等10大系

列、500多个品种。“为了保障上海市场

需求，我们设立有专供上海订单的生产

线。近三年，公司销往上海的产品销售

额每年都在5000万元以上。”高锋说。

近年来，商丘市依托当地农产品资

源优势，以有利于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

为标准，召集有关部门及相关企业征

集、筛选招商引资推介项目，全市共征

集、筛选出涉及农产品加工业等六大优

势产业项目52个，并通过展会等形式

向外推介，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纷至沓

来。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通讯员胡少佳王
良）“每天上‘村振’看看，就像在村里转转，

更能听到群众的话语。”说这话的是镇平县

遮山镇党委书记周克，6月13日，他点开“村

振”平台介绍道，“这里面都是我们自己的村

民，上传下达大事小情，在书记信箱反映村

里急需解决的问题，还能看看刚发布的招工

信息，今年县里还举办了‘乡村光荣榜’在线

投票评选活动，我们的村民都通过平台踊跃

投票参加。”

镇平县采用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

化运营、多元主体互动的运作模式，创建运

营村振数字乡村平台。平台设有120多项

功能模块，涵盖70多个基层干部和群众的

角色权限，280多项参数设置。

镇平县通过“村振”平台将各类政务便

民服务下沉农村，让“大事不出乡、小事不出

村”变为现实。目前，实名使用“村振”平台

的人将近29万，触达群众100多万人。

前不久，“全国数字乡村百强县”榜单在

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

院举办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发布会

上公布，镇平县榜上有名，位列全国第31

位，河南省第1位。

镇平县作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通过搭建县、乡、村三级服务网

络，构建县域电商生态链，充分发挥电子商

务优势，实现“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

的双向流通功能。目前，全县电商从业人员

3万余人，电商网店总数达2.2万家，2021

年，电子商务年交易额突破260亿元。

该县强力实施“十百千”工程（成功创

建10个淘宝镇、100个淘宝村，培育1000

名电商带头人），抓好电商数字乡村创建活

动。

镇平县委书记艾进德说：“我们结合乡

村实际情况，不断探索、总结经验，让数字化

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农村产业振

兴的催化剂、群众生活富裕的好帮手，为数

字乡村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侯宪丽

绿树红花掩映道路，洁净村巷四

处通达。6月5日，走进林州市振林街

道刘家街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干

净整洁的街道、一处处风景优美的小

游园……

今年以来，振林街道8个行政村围

绕治理“六乱”、开展“六清”、实现“四

起来”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目标，以共

建共治共享的合力绘就美丽乡村新画

卷。

弹好“治理琴”。振林街道坚持党

建引领，结合网格化管理，各村积极行

动起来，对沿路杂草、河塘沟渠、房前屋

后等进行大清理、大扫除、大整治。目

前，共整治乱堆乱放2090处，清理河塘

沟渠10个，拆除乱搭乱建81处、残垣断

壁110处，铺设污水管网1万余米，整治

广告牌匾133个，硬化街巷道路1.6万

平方米，铺设3条乡村柏油路1.73万平

方米。

下好“部署棋”。振林街道在村庄

周边、闲散地块、大街小巷、房前屋后见

缝插绿、美化环境。共种植杨树、梨树、

百日红和紫薇3778棵，实现左邻果香、

右舍瓜甜，让广袤乡村既有风景，更有

“钱”景，同时也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增

绿添彩。

握好“惠民笔”。“太阳能路灯真好，

晚上出行更方便了。”说起新路灯的效

果，5月30日，振林街道二龙庙村的村

民陈立军竖起大拇指。目前，振林街道

共在4个村安装太阳能路灯192个，切

实解决了在无灯路段群众晚上的出行

问题。

绘好“宜居画”。振林街道把培育

文明风尚作为环境整治之魂，将其融入

到村内的主题壁画、墙体建筑等景观设

施设计中。引导广大群众“既扫自家门

前雪，也管他人瓦上霜”，形成全员出

动、合力攻坚整治环境的浓厚氛围。目

前，共评选“五美庭院”125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事关民生福

祉，我们将继续统筹协调、发动干群，将

改善人居环境和发展集体经济结合起

来，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振林街道党工

委书记付三军说。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王恒
东）“残垣断壁拆除后，村干部们用废

弃的旧砖头、旧瓦块，建了一个小菜

园，村里让我做管护人，我在这里种上

了胡萝卜、上海青、生菜。”6月15日，

禹州市文殊镇文殊村村民王保亭看着

刚刚播撒过种子的小菜园，心情很是

舒坦。

文殊村以“生态宜居星”创建为契

机，坚持创建“五星”支部与人居环境整

治深度融合，形成“党建引领、党员带

头、群众参与”的创建氛围。

该村10组村民席海松家临街的老

房子年久失修，有不小的安全隐患。当

村里号召村民把闲置危房、残垣断壁拆

除时，他的心里直犯嘀咕：“房子拆除

后，村里是不是就要把宅基地收走？”

“放心吧，在不违反一户一宅政策的

前提下，房子拆除后，宅基地还是你的。

等你有需要了，随时可以返还给你。”了

解到席海松的真实想法后，文殊镇党委

副书记朱泠音给他吃了定心丸。此后，

席海松不仅主动拆除了老房子，还义务

当起了文殊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的

宣传员。

目前文殊村已改造利用老旧庭院

14处，改造面积达2900余平方米。采

取垃圾清理、土方回填、空地绿化、砌石

护堤等措施整治坑塘2处，建成菜园8

处、休闲花园6处，为群众参与乡村治

理提供了新场地，村民在参与建设中也

收获了满满的自豪感、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成睿
龙文轩）“柏油路不仅修到家门前，出了

门就是小游园。”6月16日，家住焦作市

武陟县龙源街道白徐店村的白继星逢

人都说小游园好。

白继星所说的小游园位于白徐店

村党建综合体北侧，这块地曾经是村民

抢占的集体地，很多人私自将住宅面积

外扩，不仅在外搭建旱厕，有的还建起

了门面房和杂物间。在“治六乱、促六

清”集中整治行动中，该村结合村情民

意，打响了建设游园、花园、果园、菜园

和停车场“四园一场”攻坚战。

“我们村在‘四园一场’建设中，注

重将群众意愿、经济实用和村史文化有

机融合，因地制宜打造小游园、小菜园

等。”该村党支部书记白炳辉说。

该村结合月末干群连心会，先后5

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共商建设事宜，

将群众意愿融入“四园一场”建设，最

终确定了以党建综合体为中心，以民

兵路为轴线，以一个村史文化园、一个

标准化卫生室、一个爱心停车驿站“三

个一”建设为重点的工作思路，全面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

白徐店村村史文化园内，简约的中

式元素点缀其间，让人赏心悦目，白蜡、

香樟、国槐、连翘、南天竹和红叶石楠绿

意盎然，1200平方米的小游园处处都

散发着蓬勃生机；标准化卫生室即将投

入使用，让群众“小病不出村”；爱心停

车驿站，方便群众停车出行……

不同秋作物抗旱抢种 听听专家咋说

商丘“菜园子”直通上海“菜篮子”

镇平县跻身全国数字乡村百强县

禹州市文殊镇 拆除危房建菜园

武陟县白徐店村 拆了违建改游园

振林街道的“琴棋书画”

□本报记者于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

本报讯本报讯（（记者记者董豪杰董豪杰））自自66月月1313日以来日以来，，我省我省

中部中部、、西南部出现西南部出现3737℃~℃~3939℃℃的高温天气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日最高

温度超过温度超过4040℃℃。。高温天气易导致家畜高温天气易导致家畜、、家禽等动家禽等动

物热应激综合征的发生物热应激综合征的发生，，对家畜对家畜、、家禽等动物养殖家禽等动物养殖

造成危害造成危害，，66月月1919日日，，记者采访省农科院畜牧兽医记者采访省农科院畜牧兽医

研究所专家陈直研究所专家陈直，，为养殖户支招为养殖户支招。。

陈直介绍说陈直介绍说，，高温带来的畜禽等动物热应激综高温带来的畜禽等动物热应激综

合征会导致畜禽生产性能下降合征会导致畜禽生产性能下降、、死亡率增加死亡率增加，，从而从而

影响养殖场影响养殖场（（户户））的经济效益的经济效益，，甚至造成巨大亏损甚至造成巨大亏损。。

““目前气温最高的时段为上午目前气温最高的时段为上午1111点到下午点到下午44

点点，，要特别注意降温要特别注意降温。”。”陈直说陈直说，，开放开放、、半开放畜舍半开放畜舍、、

禽舍禽舍，，应在舍内加装喷淋设施应在舍内加装喷淋设施，，用地下井水对家畜用地下井水对家畜、、

家禽喷淋家禽喷淋，，起到降温效果起到降温效果。。同时架设通风设施同时架设通风设施，，如如

大功率风扇等大功率风扇等，，保证喷淋的家畜保证喷淋的家畜、、家禽舍正常通风家禽舍正常通风，，

有助于蒸发散热有助于蒸发散热。。全密闭畜舍全密闭畜舍、、禽舍要保证畜舍禽舍要保证畜舍、、

禽舍湿帘禽舍湿帘、、风机正常运行风机正常运行，，达到理想的降温效果达到理想的降温效果。。

降温的同时降温的同时，，要保障畜禽足够的饮水要保障畜禽足够的饮水，，检查家检查家

畜畜、、家禽舍饮水设施是否完备通畅家禽舍饮水设施是否完备通畅，，保证全天保证全天2424小小

时清洁时清洁、、清凉饮水供应清凉饮水供应。。为预防热应激综合征的发为预防热应激综合征的发

生生，，可适当增加饲料中的脂肪含量可适当增加饲料中的脂肪含量，，在饲料中增加在饲料中增加

11%~%~22%%的植物油的植物油，，在满足蛋白质在满足蛋白质、、氨基酸平衡的前氨基酸平衡的前

提下提下，，增加能量水平增加能量水平，，对防止热应激有积极效果对防止热应激有积极效果。。

饲料饲料、、饮水中添维生素饮水中添维生素CC、、维生素维生素AA、、维生素维生素DD、、维生维生

素素BB、、电解质电解质（（碳酸氢钠碳酸氢钠、、氯化钾氯化钾））等等，，按厂家说明添按厂家说明添

加加，，可以有效提高家畜可以有效提高家畜、、家禽等动物的抗热应激能家禽等动物的抗热应激能

力力，，减少死亡率减少死亡率。。

陈直提醒广大养殖户陈直提醒广大养殖户，，如条件允许如条件允许，，可在饲可在饲

料中添加中草药料中添加中草药，，如生石膏如生石膏、、柴胡柴胡、、五味子五味子、、人参人参、、

党参等党参等，，防止热应激综合征发生防止热应激综合征发生。。

高温天气畜禽热应激咋办？
畜牧专家给出处理方案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浇
水讲究次序

持续高温少雨天气难以适墒播种，

导致播期延迟，播后若不及时浇水，因播

种土层温度过高（60℃左右）导致种子烫

伤，尤其是大豆种子的发芽率会显著降

低；表层土壤水分蒸发量大，大水浇灌后

易板结，导致顶土能力较弱的大豆出苗率

下降，玉米出土时胚芽鞘易烫伤；出土幼

苗长势弱，灌溉不均匀地块易出现大小

苗，整齐度下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地块，因玉米带施肥量较大，干旱导致玉

米初生根系发育较弱，易出现烧苗现象；

持续干旱易导致玉米、大豆苗期虫害较

重。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一体化播

种地块，应先灌溉造墒后播种，播种时

应避开气温较高时段，宜在下午4点后

作业；先播种玉米地块，玉米播种后及

时浇蒙头水，且对预播大豆带一并浇

灌，待可进地作业时趁墒播种大豆。缺

苗断垄现象严重地块，应及时补种，幼

苗长势较弱且出现旱象，尤其是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地块，应灌溉促苗。”河

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卢为国说。

花生及时浇灌喷施抗旱剂

根据播种时期不同，我省花生分为

春播花生、麦套花生、麦后夏播花生。

春播花生目前陆续进入结荚期，对水分

较为敏感，持续高温干旱影响荚果膨大

和产量形成。麦套花生处于苗期后期，

即将进入开花下针期，适当的干旱有利

于蹲苗，培育壮苗，但干旱若持续到6

月底，将影响麦套花生正常开花下针。

夏播花生处于播种出苗期，苗期较为耐

旱，对已出苗的花生影响较小；但对播

后未出苗的花生，影响正常出苗。

河南省经济作物推广总站推广研

究员任春玲表示：“持续高温干旱下，要

抓紧进行浇灌补墒，缓解旱情。必要时

也可采用叶面喷施抗旱剂方法，通过降

低叶片气孔的开张度，抑制叶片蒸腾、

缓解土壤水分的消耗。”

蔬菜从品种到嫩苗的综合防治

高温易引起蔬菜苗期徒长，蔬菜花

芽分化时雄花增多，雌花分化晚，不易

坐果并且容易落花落果，成熟期因水肥

供应不足产生营养不良，产品形成慢且

品质不佳；干旱缺水导致蔬菜叶片卷

曲、脱落甚至枯萎、死亡；强光照造成蔬

菜叶片和果实被晒伤。

河南省经济作物推广总站高级农艺

师苏鹤表示：“除及时合理浇水之外，还

要优选耐热品种。即将定植的蔬菜要选

用耐强光、耐高温、抗病性强、生长势强

的品种；遮阴覆盖，露地蔬菜可在菜田上

方搭建简易棚，上面用树枝或作物秸秆

覆盖，遮成稀疏的花荫。温室大棚采用

遮阳网遮阴；根外追肥，连续多次叶面喷

施含有硼、钙等中微量元素的叶面肥，既

有利于降温增湿，又能够补充蔬菜生长

发育必需的水分及营养，防止生理性病

害；植株调整，植株下部叶片不要急于摘

除，可起到遮光降温的作用，从而使地温

相对稳定；加强病虫害防治，要坚持‘预

防为主、综合防治’原则，治早治小，积极

采用防虫网、粘虫板、杀虫灯等进行物理

防治，针对不同病害或虫害，用药时要对

症下药、适量施药、交替用药。”

高温期间香菇转色越夏要警惕

当前正是我省春栽香菇转色越夏

的关键时期，毛木耳、灵芝、草菇等高温

食用菌品种的出菇期。近期持续高温

对正在出菇的毛木耳、灵芝、草菇等高

温食用菌品种影响不大，但对香菇转色

越夏较为不利，当袋温超过30℃，菌丝

生长受阻，36℃持续48小时香菇菌棒

转色将会延迟，35℃持续3天菌丝开始

死亡，39℃持续60小时菌丝死亡，菌棒

无法正常转色，影响后续出菇。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食用菌

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孔维丽说：“具

备由风机水帘降温的大棚，每天上午

11点~下午3点打开风机水帘降温，促

进菌棒完成转色。不具备降温措施的

简易大棚，加盖2~3层遮阳网，保持良

好通风，同时防止太阳直射到香菇菌

棒。此外，未转色的香菇菌棒喷水降

温，加快促进菌棒转色。正在出菇的高

温食用菌品种，高温时段加大喷水频

次，降低棚内温度。同时，早晚保持良

好通风。”

6月19日，正阳县油坊店乡阚庄村党员志愿者在帮助群众抗

旱保秋。针对当前的旱情，正阳县各级党员干部组成抗旱服务队，

帮助群众搞好抗旱抢种工作，为秋季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贺永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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