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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就像一个生命体，有自己完整

的系统。”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耕地质量保

育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党永富长期从事土

壤研究和保育，人称“土代表”。他说，对于

耕地质量来说，需要“一个时期解决一个时

期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前，我们用的

是以草木灰、动物粪便为代表的传统有机

肥营养体系；80年代后是以氮磷钾为代表

的化学营养体系；进入新时代，土壤已从原

有的单一营养体系问题上升到了土壤中

除草剂残留障碍、土壤生态退化、营养失衡

的三大体系问题。

“‘三土三方’，就是遵照系统理念，突

破单一的土壤营养体系，按照理化性质、生

物学特性和地力状况，对土壤号脉看病、对

症开方。”党永富说，“首要目的是通过降解

土壤中残留来增加土壤微生物，提高肥料

转化率，减少化肥用量，改善作物品质，提

高作物产量。”

邱守先就是该技术的尝鲜者之一。

“‘三土三方’技术我连续用了三年，带来了

意想不到的收获。”邱守先兴奋地分享到，

今年他示范田的小麦平均亩产量1500多

斤，最高亩产达1704.12斤，比对照田亩增

产400多斤。“我的地里，随便抓一把土，又

松又软。”

省土壤肥料站在禹州市进行三年定

位试验的结果表明，使用“三土三方”技

术，土壤纯氮含量平均提升了0.131g/kg，

土壤的物理特性，总孔隙度增加了5.16%，

团粒结构明显改善，土壤的微生物群落和

菌种都大幅度增加。

实打实测
全省 4个县 22.7 万亩示范

田，每亩平均增产22.6%

2021年，“三土三方”被列为河南省农

业主推技术。由河南农业大学牵头，在商

水、西华、西平、安阳等4个县选定10个乡

镇开展大面积试点推广。

“去年夏秋，又是洪灾又是疫情，全省

小麦普遍晚播，我们商水县的120多万亩

小麦也不例外，但今年全县夏粮喜获丰

收。”研讨会上，商水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

设服务中心主任曹改路分享了“三土三方”

技术整县推进情况和效果。

曹改路说，虽然是省农业农村厅主推

的新技术，但他们也对“三土三方”抱有观

望态度，局里多次组织田间现场监测，对小

麦进行全生育期全程跟踪调查。“4月下旬，

当时下着小雨，到地里现场拔小麦对比，示

范区里的麦明显根系发达，茎秆粗壮，整齐

度高。”全程监测结果显示：使用该技术的

示范田，小麦根系发达，茎秆粗壮，整齐度

好，活秆成熟；落黄好，籽粒饱满，色泽好。

“全县1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

统一使用‘三土三方’技术方案，小麦实产平

均750公斤/亩，最高的达到852.06公斤/

亩，创造了全县历史最高纪录，示范田比对

照田亩增产256斤，亩增效益近400元。”曹

改路发言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在安阳县瓦店乡的高标准农田里，

“三土三方”也经受住了实践的验证。

“去年俺种的麦晚播了一个月，当时

连亩产1000斤也不敢想。”瓦店乡种粮大

户张洪文兴奋地说，没想到今年不仅没减

产，反而实现了高产。

安阳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科科长

刘更民，通过远程连线参加了研讨会。他

介绍说，安阳市高标准农田万亩示范方应

用“三土三方”技术后，今年理论估产是增

产26%；现场实打实测，结果远超预期。

“去年安阳受灾严重，小麦晚播了一个月，

每亩还能增产100多公斤。农民们都说，

他们真是没想到。”

2021年，河南水投集团下属柏农公司

承建西平县10万亩高标准农田，并对核心

区1万亩农田进行托管运营。面对土壤酸

化等问题，他们选用了“三土三方”技术，

“今年夏粮增产达34%，‘三土三方’功不

可没！”柏农公司董事长付国河表示。

数据最有说服力。省农科院植物营

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杨占平，用一

组数据说明“三土三方”技术推广的成果：

今年6月2~10日，由河南农业大学资环学

院牵头，组织省土肥站、省农科院及各地农

业系统专家，对全省4个县10个乡镇22.7

万亩“三土三方”示范田开展理论测产与现

场实打实测验收。“测产结果显示，示范田

平均单产626.41公斤/亩，比对照田增产

113.61公斤/亩，增幅22.6%！”

前景展望
绿色、成本低、可持续，推广

“三土三方”切实可行

“改良土壤是一门哲学，需要构建和

谐的土壤成分和结构。”在省农科院植物营

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所长张玉亭看来，耕

地质量保育和提升需要因地制宜、因土配

肥，进行针对性、个性化的保育和改良。“改

良土壤和培育种子一样重要，是一项永远

都不能停下来的工作。”

早在2012年，我省就开始实施高标准

粮田“百千万”建设工程，大批中低产田经

过改造变成了高标准粮田。2020年以来，

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高标准农田示范创

建，打造了一批高标准农田“升级版”。截

至去年年底，全省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7580万亩，总面积位居全国第二。

“三土三方”能否在全省更大范围内

普及？对于河南乃至全国正在实施的高

标准农田，“三土三方”是否可行？研讨会

上，专家和与会者都充分发表了意见。

商水县是全国超级产粮大县，也是全

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标杆”之一，全国、全省

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会都曾在这里召

开。2021年，商水县建设高标准农田15

万亩。为切实做好耕地质量提升与粮食

增产提质工作，通过公开招标实施了“三土

三方”技术。

曹改路说：“结合实收和麦收前测产

结果，综合对耕地地力提升结果的测验，

‘三土三方’技术，对小麦增产提质、疏松土

壤、保水保肥性能作用明显。下一步，商水

县将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引领示

范，进一步推广‘三土三方’技术，让土地生

金，造福百姓，造福社会。”

“三土三方”也是安阳市高标准农田建

设先进技术引领的一大亮点。刘更民表

示，这项技术成本低，效果好，切实提升了

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和粮食产量。“我们将

在今后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加大对地力

提升的资金投入，通过示范带动，推广应用

‘三土三方’技术，让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2021年，经国务院批准，农业农村部印

发《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中强调，“要

以提升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要坚持“绿色

生态、土壤健康”，“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

升，防止土壤污染，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保

护相协调，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2022年，“三土三方”耕地质量提升与

作物提质增产集成技术，被河南省农业农

村厅列入河南农业主推技术。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该技术体系在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江苏、山东等

省（自治区）累计推广面积5600多万亩，在

降解除草剂残留、改变土壤物微生物菌群、

耕地质量提升方面效果显著。

“今后河南农业大学资环学院将继续

加强该技术机理研究，为河南扛稳粮食安

全重任做出自己的贡献。”赵鹏表示。

“‘三土三方’技术既有科学性，更具

实践性。该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是我们河

南保护耕地、提升耕地质量的责任与担

当。”张玉亭说。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河南为全国探

索出了一条新的耕地质量保育与提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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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强）

6月21日，在鲁山县辛集乡蜂李村附近，4

栋羊舍被分隔成若干个养殖区，数百只大

大小小的山羊咩咩咩地叫个不停。整个羊

群清一色的白毛、大头、小耳，四肢粗壮。

“这些都是纯种‘尧山白山羊’，2011

年被收录于《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羊

志》，属于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也是目前

国内为数不多的本土品种、正宗的民族品

牌。”鲁山县畜牧技术推广站站长赵海涛

介绍道。

据悉，“尧山白山羊”被有关专家发现

于1982年，主要集中地在鲁山县西部山

区一带，四肢粗壮、善于攀登，当地人称其

为“牛腿山羊”。河南农业大学两次对其

进行基因遗传分析，表明这是一个不同于

其他山羊品种的独立种群。

“尧山白山羊”抗病力强、肉质鲜美，

但体形较小、繁殖较慢。其核心产区分布

在鲁山县四棵树乡、尧山镇、团城乡等12

个乡镇，最多时存栏规模达10万只。“后

来随着引入个头更大的南非‘波尔山羊’，

纯种‘尧山白山羊’数量一度下降到不足

17000只，如果不加以干预，将有灭绝的

风险。”赵海涛介绍道。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本土畜禽遗传资

源的高度重视，“尧山白山羊”得到了有效

保护。“2015年保种场建成后，从西部山

区乡镇买回来170只优质纯种山羊。经

过几年来的繁育，目前种群数量已达240

多只。”保种场职工叶孩说。

叶孩介绍，为了选育优良纯种，保种

场对“尧山白山羊”采取了优选优育措施：

每只羊都有耳标，以免近亲繁殖；母羊一

般2年产3窝仔，每次产仔1~2只，待小羊

羔长到3个月大时，公羊、母羊就被隔离

分区喂养；公羊只挑选体形好、品质优的

继续养殖保种，淘汰下来的被阉割后当作

一般肉羊处理；母羊也是挑选体形好、繁

殖力强、哺乳能力强的保留下来，其他的

被当作一般肉羊处理。

“我们还定期到西部山区和养殖大户

互换优质公羊，一代代地选育更优质的种

羊。此外，国家给了种羊场足够的资金支

持，种羊场能够不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一

门心思地培育良种。”赵海涛说。

赵海涛说，近年来，经过市、县有关部

门的强力扶持，比如给养殖“尧山白山羊”

的大户免费发放一些饲料，落实养殖奖补

资金等，农户养殖“尧山白山羊”的积极性

被调动起来。目前，鲁山县“尧山白山羊”

养殖大户已有285户、散户600余家，存

栏规模已恢复到28000多只。

“相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加上品种

的不断改良，效益的不断提高，‘尧山白山

羊’种群会进一步恢复扩大。”赵海涛说。

鲁山县 优选优育纯种“尧山白山羊”
本报讯（记者杨青）6月30日，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2021河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报告

显示，河南省基础网络规模稳居全国第

一方阵，郑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总带宽达到1620G，居全国第5位。在

全国率先实现乡镇以上和农村热点区

域5G网络全覆盖，提前完成省委、省政

府确定的“扩大5G网络覆盖面”重大民

生实事任务。

“中国移动网络云郑州大区中心、

中国联通5G核心网中部大区中心共承

载周边10个省份的5G核心网业务，网

络容量达到5247户。”省通信管理局党

组成员、纪检组组长侯剑涛说，全省加大

5G的推广力度，分领域分行业分产业推

进数字化转型，助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的深度融合。5G应用标杆不断涌现，

尤其在钢铁、矿山、水泥、装备制造等重

点领域取得突破。

此外，全省100M以上宽带用户占

比居全国第1位；手机上网用户月户均

流量达到13.6G，同比增长86.3%，增速

居全国第1位。

本报讯（记者田明）6月30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2022年继续强力

补充乡村教师，全省设置特岗教师招聘

岗位1.68万个。

据悉，今年有85个县（市）招聘农村

学校特岗教师。1.68万个招聘岗位中，

初中教师岗位7712个、小学教师岗位

9088个。招聘对象为普通高校本科及

以上毕业生、师范类专业专科毕业生，并

要求具备教师资格证书、年龄不超过30

周岁。2022年特岗教师招聘实施教师

资格“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

对于在2021年及2022年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中受疫情影响考生（2021年及

2022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NTCE）笔

试成绩单或面试成绩单“受到疫情影响”栏

标注为“是”），可先行报考特岗教师，被聘

用后先从事辅助性教育教学工作，并在聘

用后1年内取得教师资格证书。

特岗教师招聘网上报名时间7月1

日至5日，全省统一笔试7月17日上午

9：00至11：00。有报考意向的毕业生可

登录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网站（http：//

tgzp.haedu.gov.cn/）查询具体信息。

本报讯（记者王旭通讯员王丹）

6月30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在郑

州举行城市电网防汛抢险保供电应

急演练，设置500千伏官渡变电站防

汛抢险等6个典型场景，按照“以防

为先为要、以抢为快为重”工作原则，

进一步检视应急预案的有效性，锻炼

队伍应急处置能力。

今年入汛以来，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严格落实防灾抗灾能力提升18

项措施，全面部署10方面43项重点

任务；对全省1302个重要用户自备

电源和2.2万个居民小区地下用电设

施开展两轮拉网式隐患排查；全面完

成756处易涝输变电设备和6620个

地下配电站房隐患治理；加快建设新

一代应急指挥系统，创新打造面向居

民小区的抢修数字化指挥平台，实现

小区位置数量“看得清”、故障位置

“找得到”、复电进程“全展示”。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李昌奇）6

月30日，填补河南航空科普空白的安阳航

空科普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安阳航空科普馆占地面积7500平方

米，总投资6000余万元，集5D电影、图文

展览、实物模型展示、电子触摸互动、航空

模拟器体验等多种体验形式于一体，共包

含5大板块21个区域，即红色党建板块、航

空板块、航天板块、研学教育板块、职业技

能培训板块。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夏天 夏
工厂）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第二批120

个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整建制推

进县名单，我省共有3个县上榜，分别是

夏邑县、南乐县、正阳县。

近年来，夏邑县认真贯彻落实绿色发

展理念，深入开展农药减量行动，积极创新

病虫害绿色防控措施，在小麦、玉米等主要

农作物上大力推广抗、耐病虫品种，种子包

衣、生物防控、“一喷综防”等绿色防控技

术，合理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化学农药，

通过统防统治带动群防群治，大幅提高病

虫防控科学化水平，实现了环保、安全、高

效，农户接受绿色防控培训比例达50%以

上，总体绿色防控覆盖率达90%以上，粮

食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化学农药使

用量减少42%以上，为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绿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4月份突如其

来的疫情让我们公司的生产经营陷入困

境，是河南农担公司提供的担保贷款解了

我们的燃眉之急。”6月30日，接受记者采

访时，漯河市郾城区金晟面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李浩激动地说道。

因为疫情，金晟面业有限公司的面粉

厂一度遭遇困难，面临面粉滞销、小麦收

购价格上涨、效益下滑等局面，生产经营

压力进一步加剧。河南农担公司豫中第

二办事处了解这一情况后，会同中国农业

银行漯河市郊区支行联手对其进行帮助，

及时反馈企业的用款需求，仅用两天时

间，就完成了100万元担保贷款的审批。

针对特殊时期中小企业的特别困难，

漯河市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措施。河南

农担公司积极响应漯河市金融纾困政策号

召，深入贯彻落实“万人助万企”活动工作

决策部署，立足服务“三农”、稳产保供。

河南农担公司豫中第二办事处主动与

漯河市政府进行沟通，加强与漯河市农业

农村局、漯河市畜牧局的深度对接，将壮大

政策性业务规模作为核心任务，积极拓展

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融资担保业

务，为漯河市农业产业发展提质赋能。

在此基础上，漯河市与河南农担公司

共同探索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强化政府部

门政策引导和风险源头管控的责任担当，

积极开展援企、稳岗、促就业、保民生等工

作，切实解决农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

问题，为落实稳产保供、扛稳扛牢粮食安

全重任、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提供金融支持。

河南基础网络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我省今年特岗教师招聘正式启动
提供1.68万个岗位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举行应急演练

全力保障汛期电力可靠供应

第二批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整建制推进县名单公布

我省夏邑等3县入选

河南农担公司
助企纾困显担当

安阳航空科普馆开馆

6月30日，在南阳市卧龙区潦河坡镇榆树庄村国家储备林项目区，护林员在清除林中杂草。潦河坡镇国家储备林项目自

2019年12月启动以来，已种植黑松、油松等15000亩，让昔日光秃秃的荒山披上了绿装。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陈辉摄

“三土三方”，耕地质量提升的河南实践

“头雁”项目在培育对象、培育模式、

实施方式上均有不同。

参加培育的人员不是那些实力很

雄厚、发展很强大的企业家，而是有基

础、有潜力、有带动意愿和想法，急需政

府支持，需要扶上马、送一程的乡村产业

振兴带头人。

在培育模式上，“头雁”项目不是

简单的产业培训、主体培训和行业培

训，培训更加注重跟踪问效，培训内容

将针对各地产业转型升级、带头人产

业发展的实际问题及实际需求进行量

身定制。

实施方式上，“头雁”项目由省级部

门牵头组织实施，直接遴选实力强、服务

好的优质高校作为培育机构。

我省今年将培育8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土肥站土壤科科

长葛树春根据监测数据进行了分析——

按照国家标准《耕地质量等级》标

准划分，2019年我省耕地平均质量等

级为 4.47，优于全国耕地平均等级

4.76。但我省农业生产具有分散化种

植、高复种耕作等特点，重用地轻养

地、重无机轻有机、重当前轻长远的

“三重三轻”现象尚在部分地区存在。

据全省耕地质量监测点监测，

2020年我省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

19.2g/kg，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1/3

以上耕地土壤耕层厚度小于20cm；全

省800多万亩土壤pH值小于5.5，局部

地区土壤酸化问题突出。

（上接第一版）

与传统培育项目相比“头雁”项目有何不同>>相关链接

>>相关链接

河南耕地土壤现状如何？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贺洪
强朱欣童）6月30日，原阳县开展2022

年防汛应急综合演练，应急指挥中心

设主会场，13个乡镇（街道）设分会

场。此次演练涉及迁安救护、工程抢

险、水上救援和城区排涝等7个科目。

今年以来，原阳县充分吸取郑州

“7·20”特大暴雨及以往暴雨灾害教

训，组织10个行业部门、13个乡镇

（街道）开展了防汛演练13次，紧急

避险演练11次，综合迁安救护演练5

次。同时，组建了以消防救援大队为

主的50人综合救援队伍1支，乡镇

（街道）综合救援队伍13支，村级综

合救援队伍471支，行业部门防汛应

急突击队3支，共计5092人。

“报告指挥部，大宾镇组织4支

8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迅速进入应

急响应状态，镇村干部分片负责，包

村包户，镇领导靠前指挥，我们有信

心、有能力确保受困群众安全转移，

不漏一人一户！”通过现场视频连线，

大宾镇党委书记王鹏举作迁安救护

演练报告。

“看到党和政府把我们的生命财

产安全摆在了第一位，下再大的雨也

不怕了，心里很踏实！”大宾镇马大宾

村马新勇竖起了大拇指。

原阳县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

提升群众应急转移避险能力

我们在行动防汛防汛防汛防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