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9日，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北马辛庄村红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种植基地，科
技示范户、青年党员常高云正在大棚里收获芫荽。近年来，都里镇依托独特的气候条
件，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特色种植，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
民增收。 毕兴世摄

小麦新品种“百农1316”
通过省级审定

郑州市金水区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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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培训让我们收获满满”

12月 15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发布《关于2022年关税调整方案的

通知》，明确从2022年 1月1日起降低

国内短缺的纯氯化钾、肥料用硝酸

钾、重过磷酸钙、硫酸钾、有机无机复

混肥等五类化肥资源产品的进口关

税。继续对小麦、玉米、稻谷和大米、

糖、羊毛、毛条、棉花、化肥等8类商品

实施关税配额管理，税率不变；对尿

素、复合肥、磷酸氢铵等3种化肥的配

额税率继续实施进口暂定税率，税率

不变。

五类化肥资源产品进口关税将降低

明年春耕农业用肥供应将得到保障

12月1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根据调度情况，

近期化肥生产总体正常，市场价格出现

回落。以尿素为例，12月第2周，尿素产

量同比增加10.5%，尿素平均批发价格

较11月初的年内高点下跌14.3%。随着

保障化肥生产用煤用电用气、针对性保

障重点企业开工等系列措施的落地实

施，化肥生产要素供给将得到加强，化

肥企业生产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将

得到有效缓解，明年春耕农业用肥供应

将得到进一步保障。下一步，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

动已出台政策的贯彻落实，密切跟踪关

注国内外化肥市场形势，根据情况及时

采取针对性保供稳价措施。

苹果和柑橘农业灌溉用水定额发布

近日，水利部发布《农业灌溉用

水定额：苹果》《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柑橘》，用于指导全国苹果、柑橘等

主要作物种植区开展农业用水总量

配置、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审批、

节水评价和灌溉排水工程规划与设

计等工作。这是水利部继 2020 年发

布小麦、水稻、玉米、棉花等8种农作

物、2021 年发布马铃薯、花生、油菜、

甘蔗等 4种农作物后，又出台的 2种

主要作物用水定额。至此，覆盖我国

粮、棉、油、糖、蔬菜、牧草等主要农

作物的灌溉用水定额标准体系已基

本构建。

国内肥料市场总体保持稳定运行

近期，尿素市场稳定运行，整体交

投氛围尚可，承储企业开始少量备肥，

预计后期价格稳中小涨为主。磷肥一

铵方面，成本面震荡运行，下游复合肥

企业冬储推进缓慢，预计后期价格弱

势运行；二铵方面，下游观望气氛较

浓，采购较为谨慎，预计后期价格弱势

维稳运行。钾肥市场整体走势偏弱，

国产氯化钾装置开工率较低，市场货

源流通量有限，预计短期内价格以企

稳为主。复合肥市场观望情绪较浓，

企业整体开工率处于低位，市场需求

偏弱，价格小幅波动，预计短期内价格

持续弱稳运行。

兰考蜜瓜成致富增收“明星”产品

技术送到薯农心坎上

□本报记者刘彤

“今年，我投入10多万元，建了9

个大棚种蜜瓜，没想到一年就回本了！”

12月7日，兰考蜜瓜栽培技术培

训会刚结束，一名肤色黝黑的“精神小

伙”挤进围着专家咨询的人群，高兴地

报告好消息。

“开春加把劲儿，把蜜瓜品质再提

升一下，销售方式也再优化优化。”

专家接过话，一再叮嘱，眼神里满

是赞许。

小伙名叫刘宏培，是兰考县南丈

乡刘堡村返乡创业的 90 后“新农

人”；专家名叫常高正，是河南省农科

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

“七八月份，下了几场暴雨，秋茬

蜜瓜生长受了影响，要不俺还能挣更

多！”刘宏培很自信。

“秋茬蜜瓜收益咋样？大棚碍不

碍事儿？”另一位学员，说出了大家普

遍关心的问题。

“秋茬挣得少，才3万多元；春茬

还不错，挣了8万多元。”刘宏培说，

“棚膜有几处破损，个别柱子也歪

了，回头我把柱子扶正、再补补棚膜

就行了。”

兰考蜜瓜一年收春秋两季，十月

份收完秋茬蜜瓜，再种一茬越冬蔬

菜。刘宏培采用的，正是这种由河南

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集成的“两瓜一

菜”栽培技术模式。

刘宏培算了一笔账：不算越冬蔬

菜，仅蜜瓜一项，1亩地一年能挣一万

多元，9亩就是十几万元，比在外打工

强多了。

从“农业小白”到“新农人”，刘宏

培仅仅用了一年时间。问及秘诀，他

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专家

指导，二是自己用心。”

一年前，刘宏培从工艺品加工厂

辞职，决定返回家乡种蜜瓜，“这几年，

回家种蜜瓜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大家

都不少挣钱，咱也不能错过机会。”

刘宏培学种蜜瓜的“第一课”，正

是2020年冬季举办的兰考蜜瓜栽培

技术培训会。会上，他对蜜瓜品种、土

壤调理、栽培技术、市场风向有了最基

本的了解。

兰考蜜瓜栽培技术培训会以河

南省农科院“院县共建”项目为依托，

由河南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和兰考

县农业农村局、兰考县科工信局联合

举办。

今冬举办的兰考蜜瓜栽培技术培

训会，尝到科技“甜头儿”的刘宏培又

来了，“俺要多跟专家学学，争取做个

‘蜜瓜达人’。”

培训会上，刘宏培和该县一百余

名蜜瓜种植户、种植企业负责人一

道，聆听了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

所赵光伟副研究员，河南农业大学王

吉庆教授，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常高正

研究员、夏明聪副研究员、梁慎博士的

授课。

“院县共建”项目从2016年起，

开始在兰考县实施，至今已是第五个

年头。

常高正介绍，兰考县地处北纬

34°，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昼夜温差

20℃左右，弱碱性砂质土壤再加上黄

河水浇灌，生长出的蜜瓜细腻多汁、甜

脆爽口，因此选择在兰考“从无到有”

打造蜜瓜产业。

兰考县科工信局副局长杨龙介

绍，五年来，河南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

依托“院县共建”项目，改良了一批盐

渍化严重的大棚，选育和引进了众云

25、兰蜜28等优良蜜瓜品种，集成了

“两瓜一菜”栽培技术模式，建起了一

批设施蜜瓜示范基地。

兰考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朱卫东

认为，这种良田、良种、良法配套的方

法，提升了兰考蜜瓜的‘质’‘量’，强化

了科技对蜜瓜产业的支撑，引领了兰

考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

兰考县副县长邵达辉表示，得

益于“院县共建”项目，如今在兰

考，人人有事做，家家有产业，户户

能增收。

截至目前，在河南省农科院园艺

研究所专家指导和帮助下，兰考蜜瓜

已发展至全县10余个乡镇117个行

政村，种植面积3万余亩，年产值近6

亿元，带动了5000余人就近就业，近

2000户农民脱贫致富，成为兰考县致

富增收的“明星”产品。

如今，兰考蜜瓜产业越来越兴旺，

许多像刘宏培一样在外打工的年轻

人，纷纷选择返回家乡创业种蜜瓜。

“院县共建”为农业产业注入“科技芯”

（本报综合）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通讯员

郭小梅）日前，济源市财源种业有限公司

与河南科技学院联合选育的小麦新品种

“百农1316”，通过河南省主要农作物品

种委员会审定。

据了解，“百农1316”适合河南省（南

部长江中下游麦区除外）高中水肥地块早

中茬地种植，适宜播种期为 10月上中

旬。“百农1316”是半冬性小麦品种，抗寒

性、抗倒性、抗病性较好。

近年来，济源市财源种业有限公

司与河南科技学院开展合作，挖掘优

质种子资源，制定选育方向和目标，先

后选育出“禾丰3号”“财源2号”“郑科

168”等小麦新品种。“百农 1316”的

选育推广，有利于改善小麦品质、提

高小麦产量，为农民增收提供了优

良种源。

12月17日，从郑州市金水区农委获

悉，今年以来，该区以治理源头、强化监

管、建设体系为抓手，确保了辖区农产品

安全监管工作竖到底、横到边、全覆盖、无

缝隙。全年累计抽检上市农产品67.1万

个批次，合格率99.9%。

金水区农委完善安全例行监测方

案，统筹规划年度抽检工作，对无公害基

地蔬菜、水果、水产品持续加强抽检力

度；积极开展有机肥使用推广、病虫害群

防群治及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工作；向农

民加大农业普法宣传，传授农资产品识

假辨假技能。

将涉农生产经营单位100%纳入“双

随机一公开”检查范围；扎实开展农资打

假专项行动，摸排重点场所900余处，抽

样送检农资样品178个，依法依规捣毁农

药非法生产窝点3处。

持续完善涉农行业监管体系建设，筑

牢“两级四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积极推行农产品合格证制度，着重开展了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靳军阳）

河南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常高正在查看蜜瓜长势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董豪杰

初冬时节，正是农闲时候，可兰考薯

农却一点也闲不下来。一堂甘薯栽培技

术培训课，让当地百余名甘薯种植企业、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和种植

大户齐聚。

红薯是兰考“三宝”之一，也是当地

重点打造的农业产业。近年来，兰考红

薯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贮藏、加工的规模

和技术也在不断提升。2020年，“院县

共建”项目在兰考甘薯产业上实施，由省

农科院园艺研究所牵头，联合省农科院

粮食作物研究所、经济作物研究所、农副

产品加工研究中心，共同为兰考甘薯产

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

省甘薯杂粮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

家、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薯类研究

室主任杨育峰认为：加速科技成果的转

化、推广和应用，是提高兰考甘薯产业发

展质量的关键。除示范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外，通过培训课这一形式，能够将相

关技术知识讲清楚、讲透彻，也便于专家

与薯农现场交流，进一步提高薯农的生

产水平。

培训课上，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

所邀请国内知名甘薯专家网络授课：国

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栽培岗位科学家团

队成员汪宝卿分析了甘薯产业的现状和

发展方向，青岛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

院教授刘庆带来了滴灌与水肥一体化技

术和通过水分调节甘薯形状、皮色、口感

技术，江苏徐州甘薯研究中心病虫害研

究室主任孙厚俊介绍了甘薯各种病虫害

的特点和防治方法。

贮藏是实现甘薯增收的重要环节，

在延长供货期、提高收益的同时，也为甘

薯加工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若是保存不

当反而会遭受损失。在我国，因缺乏贮

藏条件或贮藏不当导致腐烂的甘薯，约

占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一，直接经济损

失约百亿元。

如何避免这一损失？培训课上，杨

育峰给出了答案：“想要安全贮藏甘薯，

关键是要控制好温度、湿度和氧气含

量。适时收获，精选薯块，在薯窖彻底

消毒后方能贮藏。前期以通风、降温、

散湿为主，中后期以保温、保湿、通风为

主。”

从产业政策到栽培技术，从病虫

害防治到安全贮藏……这场干货满满

的培训课，开到了薯农的心坎上，给他

们来年从事甘薯生产吃下了一颗“定

心丸”。

12月18日，汝州市温泉镇朱寨村农民在采摘香菇。近年来，朱寨村大力发展香菇种植，在村党支部班子成员示范带动下，

目前该村已发展香菇种植户105户、香菇大棚1456座，年产香菇4850吨、总产值6326万元，种植香菇富了朱寨村。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崔高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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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彤文/图

“老师，大棚蔬菜蓟马咋防治”“老

师，实施水肥一体化，水肥咋精确配比”

“老师，大棚采暖有啥好方法”……

12月16日，在濮阳县旗盛庄园举办

的设施蔬菜冬季种植技术培训班刚一下

课，学员们便围着授课老师问个不停。

据了解，设施蔬菜冬季种植技术培

训班由河南省番茄等蔬菜产业科技特

派员服务团牵头组织，郑州市蔬菜研究

所、濮阳县科技局联合举办。

根据计划，培训班共举办四期，此

次为第二期。第一期培训班于11月24

日举办，受到濮阳蔬菜种植户好评。

第二期培训班，由河南省番茄等蔬

菜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育苗专家、郑

州市蔬菜研究所刘宗立研究员讲授蔬

菜集约化育苗技术，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龚攀副研究员讲授松花菜高效栽培技

术。来自该县十余个乡镇的59名蔬菜

种植户、农业技术人员、县级科技特派

员参加了培训班。

培训班上，刘宗立从蔬菜集约化育

苗的优势、产业现状与前景、设施与配套

技术以及苗期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结合

生产实际进行了生动的讲解；龚攀介绍

了松花菜的起源、消费市场、生产现状以

及栽培技术，对松花菜育苗、病虫害防治

等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课堂上，学员们认真听讲，课后争相

向老师提问，学习氛围浓厚。学员们纷

纷表示，老师授课通俗易懂，课后解答热

情精确，“让我们收获满满，希望多举办

这样的技术培训班！”不少学员留下了老

师的联系方式，“以后遇到不懂的技术问

题，就可以及时向专家请教啦”。

濮阳县科技局史伟主任认为，培训

班的举办满足了蔬菜种植户对农业科

技的需求，提升了濮阳设施蔬菜种植技

术水平，促进濮阳蔬菜产业高质量发

展，助推了濮阳乡村产业振兴。

河南省番茄等蔬菜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成员在指导草莓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