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二铵的需求逐渐减少，近期市场

走货也不温不火，可有经销商对秋季市场充

满信心，打算抄底入市，拿肥时机是否已到?

夏季复合肥市场随着麦收的进行由

南向北逐渐扫尾，基层市场交易量减少。

原料价格低位运行，成本支撑不足。

除了磷矿石价格依旧稳定外，硫磺和液氨的

价位都远低于去年同期，且后续价格难有上

涨，原料成本对秋季二铵市场难有支撑。

出口需求尚存，但整体价位难有大

涨。目前国内二铵价格没有下滑的主要

原因是多数企业出口走货较好，国内市场

供大于求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缓解。虽然

国际市场需求仍存，但整体供应并未有所

下滑，后续价格难有大涨。

一铵方面则因近期大量接单，价格高

位维稳，后期仍存在继续拉涨的可能。整

个化肥市场里只有二铵僵持不动，部分企

业报价已有近半个月没有变动，下游市场

多处于观望状态。

综上，秋季市场距离较远，二铵整体

生产成本处于低位，出口价位难有涨幅，

后市需求虽然看好，但大涨的可能性较

低，提前备货仍需谨慎。(据中国化肥网)

6月23日，济源科云绿色农业技术集成中心的科技人员正在安装异色瓢虫卵卡。该中心立足绿色农业生物先进科技，采用“以虫

治虫”等方法，全程不使用化学农药，打造出绿色高端农业品牌，成为济源绿色农业展示窗口和广大市民的科普基地。 付卫东摄

二铵价格暂稳，要出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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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一是防治杂草要掌握治小、治早的

原则。夏大豆生长期正值高温多雨，作

物长得快，杂草长得更快，稍有不慎就会

发生草荒。现在普遍使用的除草剂，一

般在杂草三叶期以前使用效果较好，超

过三叶期防效就会降低，因此防治杂草

要掌握治小、治早的原则。早除草可以

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把草消灭，防止雨季

到来后不能喷药、或药效较低导致草荒。

目前大部分大豆均已出苗，可进行

茎叶化除。贴茬播种及单双子叶杂草都

有的田块，在大豆2～3片复叶期，每亩用

5%精禾草克75毫升+25%虎威60～70

毫升，加水15公斤均匀喷洒，可以防除大

多数阔叶杂草和禾本科杂草。值得注意

的是，虎威有药害，施药时应避开高温天

气，且不能重复喷洒。喷洒时要注意风

向，防止飘到其他作物上。配制农药时，

要现混现用，并搅拌均匀。

二是及早防治病虫害，以保苗、壮

苗。苗期病虫害及时防治，不仅可以保

苗、壮苗，也可以有效预防症青症。推荐

使用“噻虫咯霜灵”等药剂进行种子包衣

或药剂拌种。

大豆苗期虫害主要有蚜虫、蓟马、飞

虱、白粉虱等刺吸式害虫和甜菜夜蛾、棉

铃虫、金龟子等食叶害虫，雨水多时蜗牛

也较多。防治蚜虫等刺吸式害虫，可选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40～70克/亩，或

3%的啶虫脒乳油50毫升/亩，或35%吡蚜

噻虫嗪6g，或10%甲维虱螨脲15毫升兑

水15公斤喷雾；防治甜菜夜蛾、棉铃虫等

食叶害虫，可选用康宽（20%氯虫苯甲酰

胺）5～10毫升/亩进行防治；兼治刺吸式

害虫和食叶害虫，可用福戈（20%氯虫苯

甲酰胺+20%噻虫嗪）5克/亩，或甲维盐

（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5～10克/亩，

或甲维虫螨腈50毫升/亩兑水15公斤进

行防治。对金龟子可用48%毒死蜱乳油

每亩50毫升+水30～50公斤喷雾防治。

对蜗牛可采用6%四聚乙醛颗粒剂每亩

400～500克傍晚撒施。

夏大豆苗期管理注意“三早”
□河南黄泛区农场地神种业农科所

高级农艺师刘健

缺苗断垄、秧苗参差不齐，不仅会有

漏光损失，还会发生大苗欺小苗现象。

缺苗超过30厘米以上的，可以补种或补

苗。补种前，种子可先在水中浸2～3小

时。移栽秧苗时，应带土移栽且选择在

阴天或下午4时以后，移栽后随即浇水。

当前雨水较多，正是移栽秧苗的好时机。

“间苗早一寸，顶上一茬粪”，据试验，

适期定苗比晚定苗能增产8％～17％左

右。若无虫害或无兔子啃食，间苗宜早不

宜迟，一般大豆齐苗后即可进行，及时间

除疙瘩苗、弱苗、病苗、小苗，可以避免出

现线状苗、高脚苗等容易出现倒伏的秧

苗。在1～2片复叶期，即可定苗，根据品

种和地力，亩留苗1万～1.5万株左右。

壮苗的标准是：根系发达，侧根多，根瘤

多；分枝多，幼茎粗壮，节间短，子叶到对生

叶节间长度不宜超过3厘米；子叶及叶片肥

厚，叶片无缺位，叶色正。近年来，一些农民

有重氮轻磷轻钾的思想，土壤中往往氮素过

多，如果大豆苗期雨水较多，容易出现旺长

现象，因此要早控蹲苗。苗期如果不是特别

干旱，一般不浇水，雨水多时要及时排水。

贴茬播种的大豆，在大豆1～2片真叶

时即可开始中耕。第一次中耕应深耕，以

松土、散墒、灭茬除草为目的，同时要防止

带土压苗。第二次中耕的深浅应视苗情

而定，对旺长的苗可深耕加以控制，对于

不旺长的苗中耕不必过深，以松土、保墒

为目的。第三次中耕应浅，可结合培土，

以松土、除草、防倒伏为目的。大豆开花

前，应停止中耕。豆苗偏旺的田块，可结

合喷药，亩用15%多效唑5克兑水喷施。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落实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主体责任开展农业

种质资源登记工作的通知》，明确农业

种质资源登记要坚持统分结合、分级分

类、共享交流、推进利用的原则，加快建

立健全国家、省级两级农业种质资源登

记制度；同时，力争3年内完成现有农业

种质资源登记工作。

《通知》强调，要组织开展农业种质

资源登记工作，建立分级登记制度。

农业农村部、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分别

负责国家和省级保护单位的农业种质

资源登记工作。登记工作优先从国家

和省级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等登记

主体开展，逐步向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其他登记主体

延伸。

《通知》指出，要推进共享利用，强

化责任落实。农业种质资源登记信息

实时汇入国家种业大数据平台，推进国

家与省级之间、保护单位之间信息的互

联互通与共享、查询。农业农村部、省

级农业农村部门分别定期发布农业种

质资源登记信息、公布可供利用的农业

种质资源目录，相关单位免费交流共享

利用。由公共财政科技项目支持形成

的农业种质资源成果，要及时汇交相应

登记平台，并依约定交流共享。各登记

主体要对登记资源的来源和真实性负

责。对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登记记载事

项出现错误、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种

质资源灭失的，要及时变更登记。对于

提供非法或虚假信息登记的，予以撤销

登记。要加强农业种质资源登记专业

培训，强化技术支撑，稳定壮大专业人

才队伍。 （王凯博石爽爽）

早查苗补种、间苗定苗

早除草、防治病虫害

早促控，以培育壮苗

同今年3月初发布的《国家救灾农药

储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相比，《办

法》在第一章增加了：中央政府或地方政

府利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资金采购农药

时，应优先采购国家救灾储备农药。

据了解，今年2月20日，中央财政预

拨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14亿元，用

于支持各地做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

相关工作。

有机遇也会有挑战。《办法》提出，国

家救灾农药储备遵循企业储备、政府补

助、市场运作、自负盈亏的运行原则。由

企业自愿承担并自负盈亏，所需资金可向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申请贷款解决，中央

财政给予资金补助。但如果未完成储备

任务，中央财政不予资金补助，且4年内不

得承担国家救灾农药储备任务。相关违

法行为移交相关部门依法处置。（综合）

救灾储备农药挂牌管理不得出口
《国家救灾农药储备管理办法（暂行）》7月10日实施

核心提示

近日，为建立国家救灾农
药储备制度，保障粮食作物突
发性重大病虫害防治应急用
药需求，做好国家救灾农药储
备工作，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供销合作总社共
同印发了《国家救灾农药储备
管理办法（暂行）》（以下简称
《办法》）。《办法》于今年7月
10日实施，有效期3年。

《办法》对农药储备的时
间、承储企业资质、资金补助
及监管情况等进行了要求。
同时，要求采取政府招标的方
式确定承储企业，承储企业自
愿承担并自负盈亏。国家根
据形势变化，确定救灾农药储
备规模和储备品种及形态。

大豆要想获得高产，种子
是基础，管理是关键，苗期管
理更是决定产量的重中之
重。而夏大豆由于生育期短、
营养生长期短、成熟时间短且
花期集中，为夺取高产,苗期管
理应及时、细致。

当前，夏大豆正处在苗
期，又正逢高温多雨的时期，
苗期管理要做到“三早”，即
“早查苗补种、间苗定苗”“早
除草、防治病虫害”“早促控，
培育壮苗”，以达到苗匀、苗
壮、无病虫草害的目的。

根据《办法》，承储企业由农业农村

部牵头，组织技术支持单位委托招标代

理机构通过招标等方式确定。

同政府平常农药采购招标相比，国

家救灾农药储备对承储企业的要求更

高。《办法》提出，承储企业应具备5项基

本条件：一是在中国境内具备农药生产

或经营许可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经营

正常；二是实缴资本原则上不低于3000

万元人民币；三是近3年每年农药销售收

入原则上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以年度审

计报告为准）；四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

定和环保要求，具有与储备规模相适应

的仓储能力；五是银行信誉优良。

《办法》要求，储备农药用于满足国

内防治农业病虫灾害需要，不得出口；承

储企业应当将国家救灾农药储备库存与

商业库存进行明确划分并进行挂牌管

理；承储企业在投放储备农药时要在同

类产品平均市场价基础上给予一定价格

优惠，并在30日内补齐储备库存。

企业参与门槛高

机遇与挑战并存

日前，由中化农业、先正达、安道麦

等公司组建而成的“先正达集团中国”

正式宣布成立。新成立的先正达集团

中国将包括植保、种子、作物营养和现

代农业技术服务平台（MAP）及数字农

业四大业务单元。在中国拥有员工近

1.4万名，2019年销售额达56亿美元。

今年1月，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下称中国化工）相继宣布，将旗下

农化板块业务注入新设立的“先正达集

团”。农化板块整合的消息公布两周

后，这两大化工央企即宣布正在筹划战

略重组。

先正达集团称，新成立的集团将成

为全球第一大植保公司和第三大种子

公司。先正达集团的总部设于瑞士，在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8万名员工。

据悉，完成资产重组后的先正达集

团包括先正达植保（运营总部位于瑞士

巴塞尔）、先正达种子（运营总部位于美

国芝加哥）、安道麦（运营总部位于以色

列特拉维夫）和先正达集团中国（运营

总部位于中国上海）四大业务单元。

作为先正达集团全球四大业务单

元之一，“先正达集团中国”致力于为

中国农业现代化提供先进解决方案。

涵盖了从植保产品、原药供应到作物

育种、作物营养以及 MAP 和智慧农

业服务平台，在中国市场位居植保行

业第一、化肥行业第一、种业第二的

地位。 （综合）

日前，第二届豫西夏季香菇生产技

术观摩交流培训会在嵩县举办，河南省

农业科学院、河南省食用菌协会的食用

菌专家和来自全省各地200多位香菇种

植大户参会。

近年来，依托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等

科研单位，嵩县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

目前形成以香菇为主包括羊肚菌、木耳

在内的近20个品种，年产业效益可达

15亿元。

与会专家和种植户先后来到陆浑

镇张岭村香菇生产基地、黄庄乡香菇生

产基地、车村镇拜石村高山夏菇香菇生

产基地等，实地察看了香菇生产设施、

流程，并就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栽培

模式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观摩活动结束后，举行了夏季香菇

生产技术培训会。会上，与会专家分别

就豫西地区夏季香菇发展的潜力与前

景、如何提升香菇产品质量和经济效

益、香菇工厂化生产技术的特点与前

景、河南省香菇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

及利用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并交流意

见。 （厅报）

6月20日，山区丘陵示范区玉米全

程机械化机播演示会在灵宝市西闫乡

东吕店村召开，现场演示了多种用于玉

米生产的农机具，开展了玉米全程机械

化生产技术宣传。

据了解，此次现场演示会依托2020

年全省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

范项目，该项目选择20个有代表性的县

（市、区）实施，灵宝市作为山区丘陵示

范区承担玉米全程机械化机播项目。

会上，现场演示了深松机、免耕播

种机、旋耕播种机等六种农机具，三门

峡市农机化技术推广站、灵宝市农机

局、灵宝市农机化技术推广站技术人员

就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土壤深松技术、

免耕播种技术进行了详细讲解，引导农

民合作社及农机大户突破薄弱环节，形

成玉米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 （厅报）

6月27日，柘城县岗王镇天门赵村村民正在玉米田撒施复合肥。近期，柘城县降

雨较多，有利于玉米生长，当地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民

做好田管、有效施肥，为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张超张书珲摄

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将在3年内完成

“先正达集团中国”正式成立

嵩县

培训香菇生产技术

灵宝市

现场演示玉米机播

2016年发布的《中央救灾农药储备

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储备农药以高

效低毒品种为主，具体品种根据灾害预

报及市场需求变化动态调整。《办法》将原

“国家储备农药”“中央救灾农药储备”统

一整合为“国家救灾农药储备”。

《办法》明确，国家救灾农药储备品种

选定，坚持常态救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

一、常规农药与新型农药相结合，主要用于

满足年度重大突发病虫害防治用药需求，

并兼顾多年不遇非常见重大突发病虫害

救治用药需求，年度储备时间为12个月。

《办法》提出，针对三大主粮（小麦、

水稻、玉米）作物重大突发病虫害防控需

要及发生趋势预测，由农业农村部组织

专家提出年度具体储备品种意见。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根据形

势变化，确定国家救灾农药储备规模。

储备品种有要求

柘城县

抢抓农时趁雨追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