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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之火照亮农业高质量发展路
——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成效综述
□本报记者 董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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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阳县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提升乡村振兴底气
□本报记者 仵树大 通讯员 王一将 吴振洲

7 月 15 日，
喜讯传来，
我省夏粮再创历史新高。
“十四五”开局之年，
中原粮仓再丰收，
意义非凡。
探寻我省农业快速发展秘诀，
科技这一“利刃”当居首功。
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作为我省农业科技的重要力量，在过去 5 年，创新科研成果、创新机制体制、推动农业
技术落地，
助推我省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目标

为中原粮仓打上
“丰”
“优”
标签

2015 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着
2016 年，郑麦 379 通过国审，连续 3 年成为我
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 省种植面积最大的优质品种；2017 年，百农 4199
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 通过省审，连续两年成为我省种植面积前两位的
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 小麦品种之一。以两个品种为代表，我省小麦产
的农产品有效供给。
业技术体系育成的具有突破性的小麦品种，为我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农业科技提出了 省小麦生产提供了重大品种支撑。
新目标，也给科技工作者带来了新挑战。
据统计，
“十三五”期间，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
“2015 年，我省审定的 26 个小麦品种，均为普 专家育成的品种年均应用面积超过 3500 万亩，单
通品种。”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省农科 产水平由 2015 年的亩产 418 公斤提升至 2019 年
院小麦所所长雷振生说，国家审定的 21 个小麦品 的 441 公斤，支撑河南小麦单产稳居全国首位；10
种中也仅有一个优质强筋品种。
个优质强筋品种、1 个优质弱筋品种、1 个酿酒专
根据国家重大战略，
结合我省小麦生产实际和市 用品种，为我省小麦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扎实
场需求，
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在
“十三五”
之初，
定下两 基础，满足了市场多元化优质原粮的需求。
大重点任务：
高产麦区，
开展节本增效关键技术研究
一 手 增 产 量 ，一 手 提 质 量 ，中 原 粮 仓 打 上
示范；
中低产麦区，
开展抗逆稳产关键技术研究示范。 “丰”
“优”两个标签。

聚焦

瞄准产业链科技齐发力

2015 年，在荥阳市举办的一场玉米籽粒机收
现场演示会上，30 多个玉米品种同台“打擂”，
“收
棒子”变“收籽粒”成为焦点。
“解锁”玉米籽粒机收难题，是我省玉米产业
技术体系“十三五”期间的方向之一：从产业源头
的品种创新打开突破口。
5 年间，我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选育的豫单
132 玉米新品种，先后创造了 10 亩示范方平均亩
产破千公斤的高产典型，创下了百、千、万亩示范
方的大面积高产纪录。
今年我省玉米播种面积超过 5500 万亩。作
为我国第一大、河南省第二大粮食作物，玉米因其

集成

农业技术
“打包”
进农田

“十三五”期间，省花生产业技术体系相关团
队育成并通过审定（登记）品种 33 个，成绩斐然。
为提高育种效率，在应用育种新技术的同时，
省花生产业技术体系将育种专家和试验站、植保
专家组成联合体，建立了河南花生品种测试网络，
在郑州、商丘、南阳建立不同病害的抗病鉴定平
台，为选育高产优质多抗新品种提供平台，促进了
选育进程。
“花生产业技术体系技术岗位涉及育种、栽培、
植保、农机、推广5大环节，
综合试验站则定位南阳、
驻马店两大主产区。”省花生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
家董文召说，专家合力带来的技术集成推广对实现
生产标准化和节本增效发挥了巨大作用。

协同

集饲料、工业原料、能源、油料和食用的“五位一
体”功能，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根据我省乃至全国玉米产业现状和发展趋
势，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并组织实施了河南
省玉米籽粒机收、全株青贮、鲜食甜糯三大产业
链协同创新和规模产业化应用。通过整合多家
单位的专家团队，围绕全省玉米产业发展的重
大、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开展研究、集成示范和
推广。
三条产业链，三条技术路径，三个产业发展方
向上，科技齐发力。

省花生产业技术体系农机团队针对我省春
播、麦套、夏直播三种生产模式，分别提出了农机
选型与生产全程机械化方案；植保岗位团队筛选
出 15 种高效低毒杀菌剂，并集成推广了花生病
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耕作岗位团队研制出花
生专用有机肥等产品，集成了营养协同调控技术
体系。
握紧拳头，才能更有力。
“十三五”期间，省花
生产业技术体系集成推广的花生机械化地膜覆盖
栽培技术、花生种肥异位同播技术、减施化肥技
术、全程绿色防控等新技术模式 30 余项。
专家成果、科技要素集聚，让农业科技“打包”
进农田，促进了农业高质高效。

创新、
推广、
应用
“一盘棋”

多年来，我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逐
步完备，但科研创新与技术推广则是短板。
“十三五”期间，我省创新并逐步构建起科教
兴农“一三五五”工作机制，整合科研、推广力量，
形成科技创新推广服务“一盘棋”，使科技创新与
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首席专家、岗位专家、试验站各司其职，又相
互交融，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
主体深度参与，串起了科技创新体系、推广体系和
应用体系。
几年前，浚县屯子镇振鹤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李永杰还是一个种植、加工鲜食玉米的新手，
如今，依托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鹤壁试验站，背靠
体系专家，该合作社已经发展成为流转土地 2000
多亩，涵盖种植、贮存、加工、销售的规范化企业。

如果说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农业科技的
蓄水池，那么“一三五五”工作机制则是农田间的
灌溉渠，通过专家与新型经营主体的对接，先进的
农业技术、生产模式源源不断“流”向田间。
在“一三五五”工作机制下，省大宗蔬菜产业
技术体系创新推广服务模式，4 个体系专家集中力
量，从临颍县小辣椒产业亟须解决的问题入手，开
展新品种引入、工厂化育苗、绿色防控等技术推
广，结合当地政府部门、农业企业等，为县域产业
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用科技进步，支撑产业发展；用科技创新，引
领产业升级。
“十四五”开局，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定下新目标：补短板，要认识清晰，目标
准确；解难题，需精准施策，对症下药；促发展，更
要深度融合，协同创新。

“十三五”
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重要成就

小麦
小麦体系育成的品种平均年应用面积 3500 万亩以上，单
产水平增幅 5.5%。
2020 年，体系育成的 10 个优质强筋品种种植面积超过 10
万亩，带动河南优质小麦应用面积达到 1533 万亩。

玉米
玉米体系选育的豫单 132 创造黄淮海夏玉米籽粒机收 10
亩方平均亩产 1098.6 公斤高产典型
“夏玉米田间节水节肥节药综合技术研究与示范”大面积
示范应用，节水 20%、节肥 15%、节药 10%以上。

水稻
水稻体系培育的水晶 3 号获得首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
品质鉴评金奖。郑稻 201 成为我省首个通过审定的直播水稻
品种。

花生
花生体系筛选示范推广的 10 个品种，年度种植面积占全省
总面积的50%以上。
花生体系集成推广新技术、
新模式30余项。

甘薯杂粮
体系推广应用红薯品种50万亩，
推广周豆、
驻豆系列大豆品种100
万亩，
推广豫谷系列谷子品种50万亩，
累计增加经济效益2.95亿元。

肉牛
构建肉牛精准繁殖技术体系，
示范场肉牛群体年繁殖率95%以
上，
实现了
“一年一胎”
技术。
加大夏南牛无角系、
郏县红牛雪花肉新品系、
皮南牛的良种培
育与推广，
支持郏县、
新野等地肉牛产业发展。

生猪
建立了区分非洲猪瘟野毒和疫苗株的快速检测技术，
为非洲猪
瘟防控和复产保供提供技术支撑。
建立了猪体细胞、
肠道微生物、
组织以及精液冷冻保存技术体
系，
有效保护了我省珍贵的地方猪遗传资源。
建立了全基因组选准和精准选育技术，
并在产业中应用，
使每
头母猪提高产仔数1.2头，
降低发病率3%。

中药材
评价山药种质资源458份，
育成淫羊藿、
地黄等新品种30多个，
推广豫丹参1号和豫西红2000余亩，
推广金银花新品种豫金1号及
其配套技术5000余亩。脱毒地黄苗栽培种植面积超过2000亩，
产
量提升10%以上，
经济效益明显。
推进
“四大怀药”
标准化种植，
提升其品质一致性、
稳定性。申
请河南省地方标准《艾绒标准》、
南阳市地方标准《南阳艾鲜叶质量
标准》，
指导南阳艾产业发展。

蔬菜
培育出博新、博杰等系列高产、优质、抗病黄瓜品种，在主产
区市场占有率常年保持在 70%以上。培育出无刺水果型黄瓜品
种“绿翠”，完全能够替代进口品种，种子价格仅为进口品种的
30%
引领工厂化育苗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年产千万株以上规模
化蔬菜育苗场10余家，
年商业化育苗超过10亿株，
成为蔬菜产前
重要的产业

驻村工作队员为辛安镇刘庄村农产品代言。 资料图片

组建功能型产业党建联盟 6 个，辐射带动产业园区、
基地 200 多个；打造红色产业基地 110 多个，带动村集体
年均增收 2 万元以上……7 月 16 日，记者从漯河市舞阳
县委组织部了解到，该县的村级集体经济质量跃升行动
取得丰硕成果。
今年以来，该县实施村级经济质量跃升三大行动，通
过组建产业党建联盟、打造驻村帮扶尖兵、探索强村富民
新模式，
打造“红色新引擎”，
推动乡村振兴。

组建产业党建联盟
围绕“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
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的目标，该
县积极推动基层党组织“上产业链”
“进合作社”
“ 入种养基地”，先后建成
产业党委 6 个、临时党组织 42 个，辐射
带动全县建成乡镇产业园区 38 个、村
级产业基地 210 个。
在此基础上，该县积极开展非公
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双覆盖提质扩
面”专项行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开
展争创党员先锋岗、党员标杆生产线、

党员生产能手活动，打造红色扶贫车
间、红色帮扶协会 12 个，实现企业、员
工党员和社会的多方共赢。同时，该
县通过开展党员、干部、人才“四个服
务”专项行动，在全县选派“两新”组织
党建指导员 171 名，实现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双提升”。
目前，该县涌现出贾湖酒业集团
党委、新大新广场党支部等一批非公
企业先进党组织，带领困难群众实现
务工就业 3000 余人。

打造驻村帮扶尖兵
该县创新开展驻村第一书记“手
拉手共建谋发展、心连心结对共振兴”
专项行动，按照“强抽人、抽强人”的原
则，对乡村振兴重点村、党组织软弱涣
散村和集体经济空壳村等 147 个村选
派了驻村第一书记。
结合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
接，
该县按照
“四不摘”
工作要求，
配强乡
村振兴服务专员，
整合各类人才资源，
育
强乡村振兴骨干队伍，
选派247名脱贫攻
坚指导员开展驻村帮扶工作，
实现了394
个有困难人口的村帮扶力量全覆盖。

为强化驻村第一书记教育管理，
该县加大奖惩力度，建立驻村第一书
记轮值调训制度和动态调整机制，对
表现优秀、实绩突出的给予提拔和表
彰。今年以来，先后提拔 7 名、表彰 50
名，有力推动了驻村第一书记投入乡
村振兴的工作热情。
不仅如此，该县充分发挥驻村第
一书记扶贫产业带动作用，先后投入
各类项目资金 2481.51 万元，建设产业
基地 110 多个，带动村集体年均增收 2
万元以上。

探索强村富民新模式
该县出台了《建立“党建+金融”工
作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创新共建模
式，以乡镇为单位，采取“党建联盟+普
惠金融”模式，由县农信联社与乡镇、
村级党组织签署合作协议，重点支持
村级集体经济、特色产业和智慧农业、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以及农民创业
致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建立
“党建+金融”工作服务体系，推动农村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与此同时，该县积极探索村级集
体经济新模式，创新强化党建引领、

组 织 领 导、资 金 帮 扶、督 促 指 导、教
育 培 训 等 举 措 ，探 索 出 土 地 整 治 模
式、资产租赁模式、入股分红模式等
“ 七 种 新 模 式 ”，走 出 了 一 条“ 资 源
型、产 业 型、效 益 型 ”的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新 路 子 ，取 得 了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总量增长、收入增加、实力增强的“三
增”效果。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该县 398 个
行政村全部实现有集体经济收入，其中
10 万~50 万元的村 164 个，占 41.2%，
50万元以上的村14个，
占3.5%。

乡村振兴
河南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