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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麦收新闻速览

■调整结构 丰富“粮袋子”

6500亿元
到 2025年，我省十大优势特色农业产值将达 6500
亿元，农产品加工转化率75%左右

麦田“芯”贡献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6月 7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本周我
省气象条件总体利于小麦成熟收获，但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及局
部强对流天气，建议成熟麦田趁晴抢收，同时防范高温和局地对流
天气的不利影响。③5

□本报记者 刘晓阳

麦粒都是黄色的？那可不一定！获嘉
县史庄镇的一块“特殊”麦田里有惊喜。

这是河南现代农业研究院的特色小
麦育种基地。6月 4日，记者来到这里，高
矮胖瘦的各种麦子正随风摇曳。随手薅
一个麦穗，使劲揉搓，籽粒竟是紫色的，再
仔细观察，麦秆上也有一些紫色的痕迹。

咖啡色、绿色、黑色、蓝色……不同地
块小麦的籽粒颜色各不相同。陪同采访
的该研究院院长刘海富说，“这是特色小
麦，每个品种的颜色与生俱来，不添加任
何色素。”

特色小麦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刘海富
介绍，利用与小麦有原始亲缘关系的冰草、
青稞、山羊草、偃麦草等和普通小麦远缘杂

交，通过多种育种技术和方法培育而成。
“如果仅有‘颜值’，那有啥意思？”刘海

富继续说，特色小麦重在营养和保健价值，
籽粒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多种
矿物质，还富含花青素、黄酮等活性物质，是
一种保健型粮食作物。

见记者有些惊讶，刘海富说：“还有更
神奇的！”

跟随刘海富，记者来到麦田中间。这
里的小麦看起来更粗壮，麦穗长度大约是
普通小麦麦穗的1.5倍。

只见刘海富拿着剪刀，弯下身，“咔嚓”
一下，把麦子从根部剪断。接着，“咔嚓、咔
嚓”两下，两根“吸管”就诞生了。

“这个品种的小麦茎干粗壮，韧性强，
很适合做吸管，生态又环保。”刘海富说，

“只需要经过清洗、消毒等步骤，就可以直

接使用了。”
据悉，该品种小麦正处于培育研究阶

段。“预计每亩可切割吸管 50万根，增加
收益近万元。”刘海富介绍，不仅能减少秸
秆焚烧造成的环境污染，还能“变废为
宝”，市场前景广阔。

“这里的小麦真是‘内外兼修’，浑身是
宝啊！”记者不禁感慨。在这片占地400亩
的小麦资源圃里，有8900份种质资源，62
个成熟系种。其中，正能2号、中鼎原紫1
号等品种已通过省级审定。目前，该研究
院的特色小麦在全省推广种植7000余亩，
亩产达1000斤。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
需求从“吃得饱”向“吃
得好”“吃得健康”转
变。“营养健康的特色
小麦，给了我们更多选
择的可能，我相信特色
小麦一定会逐步推广
开来。”刘海富说。③5

本周我省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有强对流天气

成熟麦田要趁晴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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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小麦“内外兼修”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李亚伟）6月 7日，副省长武国定
到延津县调研小麦机收和小麦全产业链
发展工作。

武国定先后来到石婆固镇小渭村、金
粒麦业有限公司、延津鲁花食品产业园、
小麦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地，调研小麦
机收、收储、秸秆禁烧和精深加工等工作。

武国定指出，今年我省豫南地区小麦
成熟偏晚，导致豫南豫北小麦集中成熟，
可能出现局部农机短缺等问题。据气象
预报，近期局地还将有降雨天气。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农机调动，加快机收进
度，确保颗粒归仓。

武国定强调，小麦是我省的一大优
势、一张王牌。要坚持延伸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打造供应链，推动小麦全产业链
发展；要在小麦主产县大力发展小麦精
深加工业，把增值空间和就业岗位更多
留给当地农民；要完善提升“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小麦经济“延津模
式”，组建小麦产业联合体；要进一步叫
响延津小麦品牌，打造延津小麦产业发
展的升级版。③7

加快小麦机收进度 做强做大小麦经济

66月月77日日，，光山县寨河镇耿寨村新生合作社社员刚收完小麦光山县寨河镇耿寨村新生合作社社员刚收完小麦，，就忙着给麦茬田移栽秧苗就忙着给麦茬田移栽秧苗。。⑨⑨66 谢万柏谢万柏 摄摄

6 月 7 日，修武县郇封镇
后雁门村麦田里，收割机在抢
收小麦。⑨6 刘金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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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勇

夏收后种啥？这两天，来自全国产粮大县滑县的种植大户延娟心里一直在
盘算着。

俗话说：夏抓粮，秋抓钱，小麦一季管全年。扛稳粮食安全重任，调动农民种
粮积极性，要让农民见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要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2019年在河南考察时的殷殷嘱托，我省牢牢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力，
不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优化品种品质结构，着力打造十大优势特色产业，提高
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多彩田园让农民逐渐挑稳“金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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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收获季节，千里沃野之上，玉
米、花生、大豆……秋作物百花齐放，
中原大地成为多彩田园。

三门峡市陕州区二仙坡的优质苹
果，从按斤卖到按个卖，价格翻了三到
五倍；花生第一大县正阳县，打造花生
种植、加工和特色旅游为一体的产业
链，将花生资源“吃干榨净”，把小花生
做成了大产业。这都是供给侧改革的
威力。

种植结构的调整，各地都有自己
的“绝活儿”。如今，我省在优质小麦、
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林果等“四
优”的基础上，发展优质小麦、花生、蔬
菜、食用菌、中药材等十大优势特色产
业。

“十四五”期间，我省将瞄准农业
产品质量高、产业效益高、生产效率

高、经营者素质高、市场竞争力高、农
民收入水平高“六高”目标，着力推进
农业布局区域化、生产标准化、经营规
模化、发展产业化、方式绿色化、产品
品牌化发展。到 2025年，十大优势特
色农业产值将达 6500亿元，农产品加
工转化率75%左右。

从产品走向产业链，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让农民充分享有农业生产、加
工、流通等全链条的增值收益，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

打好粮食生产这张王牌，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从“国人粮仓”到“国
人厨房”再到“世人餐桌”，实现粮食
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这条提
质增效之路，河南越走越坚定，越走
越宽广。③7

6 月 5 日 ，芒 种 ，气 温 飙 升 至
37℃。河南农业大学许昌校区小麦
试验田里，小麦育种专家殷贵鸿顶着
烈日，正对育种试验的小麦进行人工
收割。

100 亩麦地分成不同的试验任
务区，播种着抗赤霉病优质强筋高
产、优质中强筋高产多抗、软质酿酒
专用等各类不同用途的小麦。

作为小麦第一大省，河南小麦育
种，尤其是强筋、弱筋等专用小麦的
育种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领先水平。

优质专用小麦丰富着国家的“粮
袋子”，也有助于解决粮食供求总量
平衡有余、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

五年前，河南强筋、弱筋等优质
专用小麦的种植面积仅 600 万亩。

近年来，在稳定小麦种植面积基础
上，我省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逐年
扩大，今年已达 1533 万亩，占全省小
麦种植面积的 18%。

优质专用小麦“叫好又叫座”。
淮滨县弱筋小麦种植面积 80 万亩，
每斤售价高于普通小麦 0.1 元，加工
转化小麦 20 万吨，产值达 60 亿元。
今 年 全 省 优 质 专 用 小 麦 预 计 产 量
737.5 万 吨 ，截 至 目 前 ，订 单 率 达
87%。

“随着国产强筋小麦产量占比越
来越大，其消费对进口的依赖度越来
越小，既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增强
了河南小麦的市场竞争力，也提高了
农民收入，延伸了粮食产业链、提升
了价值链。”殷贵鸿表示。

夏播是秋粮生产的基础，事关全年
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完成。

河南秋粮面积占全年的 47%、产
量占全年的45%，种足种好秋粮作物，
确保秋粮面积稳定在 7600万亩以上，
对完成全省粮食面积16125万亩、产量
1365亿斤的目标至关重要。

省农业农村厅下发的《关于 2021
年秋粮生产的技术指导意见》提出，今
年秋粮生产要积极扩大玉米种植面积，
稳定水稻、大豆、红薯种植面积，适度发
展优质特色小宗粮豆。

延娟最终的决定是种玉米，而且种

植规模要比往年大。
目前，玉米需求持续旺盛，最高价

格突破 1.5元/斤，种植效益明显提升。
很多种植户跟延娟有着同样的心思。

我省是全国第二大玉米主产区,去
年种植面积在5700万亩以上。专家分
析，玉米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对扩大秋
粮面积较为有利。

“玉米要高产高效，就要选用高产
稳产、耐密抗倒、熟期适中、多抗广适的
适宜机械化作业的优良品种，以机械化
贯穿玉米生产全过程。”河南农业大学
教授刘天学建议。

■稳粮保粮 紧盯“大市场”

■优化供给 鼓起“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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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省种植面积的6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