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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这些葡萄就可以套袋了，但是在套袋前要打一次杀菌剂以预防病菌入侵……”6月2日，武陟县木栾街道后牛村一

处葡萄园里，“土专家”牛国新正向村民讲解葡萄后期管理知识。据了解，在武陟像牛国新一样的“土专家”还有许多，他们凭借积

累多年的种植经验和学到的种植新技术，帮助村民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带领群众一起走上致富路。 马宁 摄

●6月3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中

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0》。报告显示，

2020年我国粮食生产基本面良好，预计产

量将达到6.7亿吨。另外，草地贪夜蛾可

能使 2020 年中国玉米产业面临减产风

险，预计全国玉米产量损失小于2.5%。

●近日，中国氮肥工业协会、中国磷

复肥工业协会、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钾盐

钾肥行业分会下发《关于联合开展“化肥

打假工作”的通知》，旨在协助各级市场监

管及执法部门打击化肥行业掺假使假、偷

减养分、虚标含量、以次充好、偷换概念、

商标侵权、虚假宣传等非法行为，以加强

化肥行业自律，净化化肥市场。

●6 月 1 日 ，《煤 基 腐 殖 酸 钾》

MT/T1182-2109 煤炭行业标准正式实

施。至此，在国家标准《农业用腐殖酸钾》

GB/T33804-2017、化工行业标准《黄腐酸

钾》HG/T5334-2018、协会团体标准《矿物

源腐殖酸钾》T/CHAIA4-2018基础上，又

增加了一个煤炭行业标准，将进一步规范腐

殖酸钾、黄腐酸钾产业市场化健康发展。

●日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下发《关

于落实2021年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

务的通知》，要求切实加强国家救灾备荒

种子储备管理，把好储备种子入库关、数

量关、质量关和出库关，保质保量落实好

种子储备任务。中农集团旗下中农集团

种业控股有限公司获批承担2021年国家

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务。 （本报综合）

武陟县“土专家”田间传技忙

近日在农产品电商直播销售中，无

数消费者边看直播边下单，买到了质优

价廉的产品。而广大农民也将产品迅

速销售出去。奇怪的是，近期一些国内

知名农药企业发布了禁止网络非法销

售其农药产品的声明，理由是扰乱市场

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侵害渠道合法

权益。在电商愈发火爆的当下，这些企

业的行为令人诧异。

随着我国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传

统的销售渠道遭遇重大挑战。广大农

民上网后很快就发现，网上的东西很实

惠、发货也很快。如果能直接通过手机

下单，让农资送到村里甚至到田间地

头，无论对农民还是对农资企业来说，

都是非常有利的——农民享受到了实

实在在的便利和优惠，农资生产企业则

打开了销路。

既然如此，农资企业为什么不积极

拥抱电商呢？这是因为他们的话语权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与传统零

售业不同，农资企业过去花费巨大资源

铺设渠道，这一渠道中包括省级代理

商、县级代理商，还包括乡村的零售分

销商。目前我国90%农资企业的销售都

掌握在经销商、渠道商、代理商手里。

如果不通过这些中间商，企业的销量就

无法保证。

电商的一大特征是价格透明，中间

商一旦发现没有过去好赚，就会联合起

来向厂家施压。因此，表面上看，这几

家农药企业的声明是针对“网络非法销

售”，实际上是迫于分销商的压力。平

心而论，这种传统的农资销售模式对农

民很不友好，一袋农药一包化肥从出厂

到农民手里，经过如此多的中间商，价

格翻了一倍都不止，农民感到种植成本

增加不少。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对中间商进

行简单的道德评判，毕竟他们在农资下

乡时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中间商如

果真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相信一定会被

拍死在沙滩上。而农资电商下乡难的

症结，主要还是因为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没有克服：

首先，用户习惯改变难。农民虽然

会上网了，但农资产品还是看到实物

才放心。线上买农资不欠账，而分销

商一般都可以赊账，农民一时无法适

应。其次，农村物流改善难。在农村，

大件物流配送并不快捷，受交通位置、

农户分散等因素影响，导致农资产品

配送难度增加。再次，法律风险防范

难。部分农资如农药等存在一定危险

性，用户购买门槛太低，或造成投毒事

件，而加强这一块的检测监管又需要

投入巨大人力。

对电商平台来说，提供交易环节和

消除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小

于为之付出的物流、信息流，包括市场

培育、用户习惯改变所带来的成本，所

以很多“尝鲜”的电商平台都以失败告

终。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农商1号官网，

这个斥资20亿打造的平台很快就关门

大吉，如今留给人们的，只有一串“无法

加载模块”的网络术语。

不过，世界总是在变化中前行。本

次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会成为传统营

销变革的催化剂。疫情期间，手机成为

新农具，农村公路带动的物流发展也是

一日千里。习惯总会改变，市场也会趋

于完善。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农资产品

也能插上互联网的翅膀，让广大农民从

中获益。 (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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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彤特约通讯员吕国强）

近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全省在持

续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全力做好小

麦重大病虫害监测防控工作，实现了条锈

病应治尽治、赤霉病应防尽防，其他病虫

害也得到有效控制，确保了夏粮生产安

全。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累计防治各种

病虫害面积3.6亿亩次，其中防治条锈病

6358万亩次，是发生（见病）面积的2.89

倍，预防赤霉病8886万亩次，统防统治覆

盖率达56%以上。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行政推动。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春季农业生产和病虫

害防控工作。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尹弘

明确要求，要以防治条锈病、赤霉病为重

点，层层压实防治责任，坚决遏制病害扩

散蔓延，确保生产粮食安全。3月22日省

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作出具体部署。4

月11日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省

电视电话会议，武国定副省长再次安排部

署，并先后4次赴驻马店、南阳、信阳、商

丘、周口等市调研督导条锈病、赤霉病防

控工作，推动了各地小麦病虫害防控工作

有效开展。

农业部门精心组织主动作为。省农

业农村厅把搞好小麦重大病虫害防控作

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及早制

订了防控工作预案，精心组织，狠抓关键

环节关键措施落实。春节以后，先后召开

3次专门会议、发出5次通知进行安排部

署，组派6个司局级干部带队的调研指导

组，分包18个省辖市督促检查，有力推进

了监测防控工作开展。

重大病虫监测预警准确及时。省植

保部门于2月23日提前启动病虫信息周

报制度，先后发出5次通知、召开5次专家

会商会、组织9次大面积病情普查、发出

17期预警信息，实行小麦条锈病、赤霉病

防控日报制度，为省政府生产决策起到了

重要参谋作用。县级农业农村部门采取

单位包乡（镇）、技术人员包村的方法，每7

天～10天进行一次拉网式普查。全省共

发布病虫情报1885期，做到了早发现，早

控制。

资金保障有力技术服务到位。在用

好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同时，省财政

拿出1亿元，支持豫南45个县开展小麦条

锈病、赤霉病统防统治。各市县财政投入

2.66亿元，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对服务组

织补贴等方式，全力推进统防统治。省农

业农村厅及早印发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防

控技术指导意见，下派18个专家指导组，

各市县农技人员包乡包村开展指导服务，

全省技术培训人员达168.25万人，确保

防控关键技术入户到田。

精准施策科学防控效果显著。全面

落实条锈病“发现一点、控制一片，发现一

片、防治全田”防控措施，将病情控制在点

片发生阶段。赤霉病防治坚持“见花打

药、主动预防”不动摇，及时开展大面积喷

药预防。在小麦生长后期，根据病情、苗

情和天气情况，统筹兼顾，杀菌剂、杀虫

剂、微肥科学配方综合作业，一喷多防，效

果显著。

在小麦重大病虫害防治防控工作中，

全省各地涌现出不少好典型、好做法。南

阳市健全监测预警、奖励激励、应急反应、

物资供应等四个体系，突出预警预报、重

点区域、精准用药、统防统治等四个重点，

全力扑灭发病中心，压低菌源基数，控制

病害发展；安阳市除用足用好中央和省级

专项经费外，筹措资金3000万，采用统一

方案、统一时间、统一药剂、统一作业的方

式，出动1000多架无人机，一周内将全市

200万亩麦田统防一遍；息县、淮滨县分

别整合各类涉农资金2720万元和2200

万元，用于小麦赤霉病、条锈病统防统治

工作；商丘市充分发挥乡镇（区域）农技站

作用，组织94个区域站471名农技人员，

分片包村开展全方位服务……

二点委夜蛾成虫喜欢在遮阴潮湿的

环境下栖息繁衍，小麦收获后田间高麦

茬上覆盖长麦秸形成的空隙，有利于成

虫在其内集聚并大量产卵。二点委夜蛾

幼虫怕光，喜欢在麦秸覆盖下为害玉米

幼苗。为此，破坏二点委夜蛾适宜生境

是高效防控该虫为害的关键，防控关键

期在小麦收获和玉米播种期间。

首先，小麦低麦茬收获，高度不超过

15厘米，麦秆细粉碎至5厘米以下并分

散抛洒。这样麦秸就会自然降落到麦茬

之间，麦秸和麦茬之间不能形成大量空

隙，减少了成虫集聚的空间，就会明显减

少为害。目前的小麦收割机具备该功

能，特别是小麦成熟度好，在中午干热天

气收获效果更好，适宜大面积推广应用。

其次，小麦收获后，有条件的地方可

以清除田间麦秸，打捆用于造纸等，二点

委夜蛾没有麦秸的覆盖就不能为害。同

样，小麦收获后进行旋耕，特别是灭茬，

用灭茬机将表面麦秸和麦茬粉碎并压

实，成虫就不能迁入产卵为害，这种方法

防控率可达100％，关键技术是小麦收获

后马上粉碎，否则成虫已经在其内产卵，

也能为害。小麦灭茬技术一直是防治二

点委夜蛾的关键技术，适合大面积推

广。针对小麦秸秆成条抛洒，也可以只

灭茬有麦秸的地方，也能大大减少田间

工作量。

第三，清除玉米播种行的麦秸，玉米

出苗后没有麦秸围棵，就不会遭受二点

委夜蛾的为害。可采用玉米行旋耕播种

机、玉米行深松播种机，或将开沟器与施

肥器之间的水平距离由原来的5厘米调

整到10厘米，加大玉米播种行的宽度，有

些麦秸较多仍然覆盖的地方可以再用人

工扒开的方法加以补充。

总之，只要能够使玉米不被麦秸围

棵，都能高效控制二点委夜蛾为害，这也

是生产上常用的高效防控技术。这些技

术不仅能高效控制其为害，同时也能保

障玉米苗齐苗壮，为高产稳产奠定基础。

“茶园里不准使用催芽剂等植物生

长激素，一经发现，将根据情节轻重予

以处罚。”日前，光山县白雀园镇茶叶生

产销售巡查监管专班人员在该镇赛一

村巡查时，强调了茶叶生产销售过程中

的“第一个不准”。

白雀园镇现有茶叶种植面积达1.8

万亩，为进一步加强茶叶质量安全监

管，促进该镇茶叶支柱产业健康发展，6

月初以来，该镇组织检查组，对全镇所

有茶场、茶叶购销加工企业、加工作坊

进行一次全覆盖巡查督办，严把茶叶生

产管理、加工销售等关口，破除茶叶产

业发展的瓶颈。

该镇通过开展以茶叶无公害生产

为主的技术培训、建立茶叶绿色生产连

片示范基地、加大生物农药的试验示范

推广等多种技术措施手段，逐步提高广

大茶农的无公害生产管理水平。坚持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种植方针，建

立生态调控、物理诱避、生物防治及科

学用药等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建设有机

茶园，生产有机茶叶，严把茶叶质量安

全的第一关。

同时，该镇要求茶企和作坊在经营

过程中，建立健全的进购和销售台账，

建立茶叶销售可追溯体系，推行条码管

理、广告宣传规范管理，并加大对违法

经营的监管和处罚力度。

（邹晓峰邓勇）

本报讯（记者肖列）“有孚1号就是

好，瞅瞅俺这小麦，麦穗稠满、穗头匀

称、籽粒饱满。通过专家实打验收，平

均亩产1401斤，以后种小麦，我还种这

个高产品种。”6月2日，商水县巴村镇党

寨村种植户吴德国高兴地说。

麦收时节，捷报频传。当日，由河

南省坔育种业有限公司组织的有孚1号

小麦实打验收会在商水县张明乡、邓城

镇和巴村镇开展。农业专家、农企负责

人、种地大户和农户代表对有孚1号百

亩示范方实打测产，平均亩产超千斤，

种植户对小麦丰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纷纷表示，有孚1号抗旱、抗倒、产量高，

以后种麦就选有孚1号。

有孚1号小麦属半冬性，中熟。茎

秆粗壮，分蘖力较强，株高62～70厘米，

穗长11～14厘米，亩成穗32～37万，穗

粒数60～80粒，千粒重56克。落黄好，

具备麦熟三色：麦穗黄，麦秆青，麦叶

干，具有抗倒、抗病、抗冻、抗倒春寒、抗

旱、抗干热风能力，高抗小麦白粉病、锈

病，中抗赤霉病、黑穗病等特点。

据了解，有孚1号是河南农业大学

小麦研究室和河南省坔育种业有限公

司联合培育的优质小麦新品种，打破了

小麦优质不高产、高产不优质的传统表

现，在山东、河北、陕西、安徽、江苏、河

南等省份冬麦区旱茬中高等肥力地块

均可种植。

应防尽防应治尽治 确保粮食稳产增产

防治二点委夜蛾 生态调控也高效

二点委夜蛾有的年份发生轻，有的

年份发生重，如何预测和防控？二点委

夜蛾发生轻重主要取决于气候条件。

二点委夜蛾怕热，若小麦收获玉米播种

期间连续3天超过36℃高温干旱，成虫

将大量死亡或不能产卵，发生轻。另

外，二点委夜蛾幼虫具有腐食性，在田

间能够取食腐败的麦秸，在幼虫 3～5

龄暴食期（6月下旬7月初），若田间湿

度大、麦秸潮湿，幼虫取食麦秸，玉米被

害轻。这段时间若高温干旱，田间麦秸

干硬，幼虫难以取食，则爬行到玉米幼

苗钻蛀为害，取食补水，为害就会非常

严重。各地气候条件差异很大，不同田

块管理不同也会影响该虫的发生。该

虫已成为常发性害虫，一旦发生就极难

控制，还是要重点采取生态防控措施及

早预防。

若没有做好生态防控，田间发生为

害如何及时防治？二点委夜蛾喜欢遮

阴潮湿，若小麦收获时田块潮湿，则成

虫马上就集聚产卵。小麦收获或玉米播

种10天开始，到田间观察麦秸下是否有

二点委夜蛾小的幼虫，三龄幼虫约5～

6mm长。还要重点看玉米心叶是否有

萎蔫的，有萎蔫的扒开麦秸看茎基部是

否有蛀孔，若有马上防治。最佳方法

就是撒毒饵，最好将麦麸炒香，拌上毒

死蜱、毒辛、敌敌畏或杀虫单等，在麦

秸围棵的玉米旁3～5厘米处撒上3～5克，

就会起到较好效果，关键要及时发现

田间为害，有条件的及时灌水也能减轻

为害。 （董志平王腾飞）

不需要农药做好生态调控就能高效防控

气候影响大田间防治重在及时发现为害

农资电商下乡的阻力何在

光山县白雀园镇

健康发展茶产业

近日，淮滨县桂花街道办事处在郑

营社区举行毛庄萝卜种植项目研讨会，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专家张新岭、淮滨县

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豫豪种业负责

人张运廷参会。

毛庄村地处淮河淮滨段北岸，泥

沙土壤十分肥沃，萝卜是该村主要种

植的蔬菜品种之一，已有上百年历

史。毛庄萝卜外表光滑、个头均匀、肉

质脆甜，畅销周边县市区。对此，淮滨

县桂花街道办事处因地制宜、抢抓机

遇，决定打造毛庄萝卜品牌，造福淮河

沿岸群众。

研讨会前，蔬菜专家及参会人员来

到毛庄村百亩萝卜培育基地，实地考察了

种植面积及土壤情况，随后返回郑营社

区就毛庄萝卜种植项目进行了研讨、论

证，并提出了指导意见和建议。（王长江）

淮滨县

毛庄萝卜创品牌

二点委夜蛾是2005年发
现的夏玉米苗期新害虫，目前
已成为黄淮海地区夏玉米的常
发性害虫，具有虫量多、为害
重，暴发性强、为害速度快，隐
蔽性强，防治难度大等特点。

该虫在玉米幼苗基部咬
食玉米嫩茎，轻者造成缺苗断
垄，严重的导致毁种；仅需4
天时间就能造成大面积的死
苗，一旦发生往往来不及防
治；通常在麦秸覆盖下为害玉
米幼苗，常规喷药基本无效。
由此可见，做好预防、不让该
虫发生是关键。

三农杂谈

核心提示

我省小麦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成效显著，累计防治面积3.6亿亩
次，统防统治覆盖率达56%以上

有孚1号小麦新品种

亩均产量超千斤

玉米幼苗基部被二点委夜蛾幼虫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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