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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豪杰）8月10日，修武县郇封镇小位村的天道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大豆、玉米依次排开，两种作物同在一

块田里。

“一亩双收！”合作社理事长赵海燕说，这是今年我省推广的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玉米产量基本稳定、多收一亩大

豆。

修武县常年种植的秋粮作物中，玉米种植面积20万亩、大豆2

万亩，今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修武县发展了 1.5万亩。大

豆、玉米，两种高矮不同的作物“挤”在一起，产生不一样的效益。

“缩小玉米株距行距，加大密度，充分利用边行优势，腾出空间

种大豆，多收点儿。”在现场，专家解释了这种模式的基本原理。

全县6个乡镇、32个行政村都试验示范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产量目标是每亩玉米600公斤、大豆150公斤，亩均节本增效

300元以上。

真正种起来并不容易。赵海燕去年就试验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有一定的经验：效果不错，亩收入确实提高了。但对于修武县其

他种植户乃至全省种植户来说，这种模式还是新事物。

确实不好种，在省市县农业农村部门专家和农技人员的指导

下，赵海燕在播种前就先确定了机械、模式相配套的方式，根据现

有机械、改装，采用了大豆、玉米6∶4、6∶2、5∶4等模式，品种则选择

了大豆郑1440，玉米迪卡1210、吉祥1号等。

“大豆种子提前处理，播种期天旱，我们浇水保墒，针对复合种

植病虫害难题，选择防控前移，苗期加强管理，现在效果不错。”赵

海燕说。

今年，赵海燕的合作社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3180亩，

在三个村采取了不同模式进行试验：得试出来个最适合的模式！

□于涛

2021 年 ，全 省 新 增 登 记 奶 牛

84547 头，符合良种登记的奶牛为

8470头。统计数字精准到个位，精准

登记覆盖全省。

“奶牛品种登记之后，才进行良种

登记。”河南省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

博士任小丽说，“我们能确保每一头良

种奶牛都不会被错过。”

品种登记意为给一头牛上户口，知

道这头牛在哪里、父母是谁、什么时候

出生的。这些牛长大后会进行配种、产

犊、产奶，这些数据会累积进入河南省

奶牛品种登记管理系统和生产性能测

定管理系统数据库。

“我们用这些数据作为筛选条件，

筛选一部分指标好的牛作为良种牛，这

就是良种登记。”任小丽说。

良种登记筛选依据主要是奶牛系

谱信息完整度、单场年均产奶量 8000

千克以上且奶牛个体 305天产奶量不

低于8000千克，体型外貌鉴定成绩大

于、等于80分。

多年的数据变成能量，从庖丁解牛

到数智解牛，从熟能生巧到数字赋能，

“透视”一头河南良种奶牛的密码已然

转变。

“2016年以前没有品种登记管理

系统，我们用的是记录本，不能检索；如

今良种登记的数据，比如生产性能、体

型、繁殖、育种值都是可以实时看到

的。”任小丽说。

通过应用5G传输、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河南省奶牛生产

性能测定中心开展品种登记、生产性

能测定、遗传评估、基因组测序、健康

诊断和质量监测等工作，全方位、多维

度、深层次的采集牛只数据，“透视”解

读牛的生理状态、行为语言与遗传密

码，实现对生产全过程的标准化指导、

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和全方位智

慧服务。

当所有的良种奶牛都可以被“透

视”，对于科学选种选配，改善奶牛遗传

品质，动态监测生产水平，提高奶牛单

产成绩，实现综合经济效益，具有重要

意义。

“我们已经建成了国内最大的省

级奶牛品种登记系统，相信我们能更

好地为大众服务，为奶业服务。”任小

丽说。

本报讯 （记者董豪杰）8 月 10

日，由河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主办

的“弱筋小麦产业化推广专题培训

会”在息县、淮滨县分别召开。

会上，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植

保所、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有关专家

从栽培、植保和弱筋小麦品种及产业

化等角度，对息县、淮滨等县区的产

业技术带头人进行了专题培训。参

会人员先后到息县宏升粮食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淮滨县优质弱筋小麦现

代农业产业园、信阳港淮滨中心港等

地进行调研指导，仔细询问当地弱筋

小麦生产、收购、制品加工和原粮及

弱筋小麦产品外调情况，并围绕弱筋

小麦产业链条不同环节上存在的问

题进行交流指导。

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雷振生认

为，当前弱筋小麦产业前景广阔，市

场供不应求，信阳市抢抓机遇，打造

弱筋小麦品牌，立足得天独厚的区位

与气候实际，实施弱筋小麦区域化布

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近年

来，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围绕信阳等

豫南地区优质弱筋小麦生产、流通、

加工等全产业链融合发展这一目标，

充分发挥人才、技术、成果优势，以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联

合粮食收储，食品加工及酿酒企业，

发展订单农业，有效推进了豫南地区

优质弱筋小麦产业的健康发展。

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副处长余

斌指出，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在助力豫

南弱筋小麦产业发展工作中做出了

突出贡献，进一步提升优质弱筋小

麦产业发展质量，要加快构建弱筋

小麦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努力把

我省优质弱筋小麦产业打造成全国

优质小麦产业的制高点；要围绕产

业技术创新的关键问题，合力开展

攻关，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加快科技

成果转化，增强优质弱筋及酿酒专

用小麦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加强对

产业品牌的打造，培育出一批处于

弱筋小麦产业链条不同环节上的标

准制定者、品牌创建者和产业引领

者。构建从“品牌产品”到“品牌企

业”再到“品牌经济”的良性循环，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农村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做出积极贡献。

8月11日，正阳县熊寨镇王大塘村新地花生种植合作社，工人利用晴好天气抢抓农时管理花生大田，
加紧对花生进行统防统治和拔除花生田中的杂草，确保花生稳产稳收。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余川摄

“透视”一头良种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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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筋小麦产业化推广专题培训会召开

本报讯 8月 14日，周末，洛阳

市孟津区送庄镇白鹿村再次迎来

采摘游小高峰。桃子、葡萄不出地

头就能卖上好价钱，村民们说，这

得益于正在推进的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路好走了、环境变美

了，游客多了！”

送庄镇地处邙山岭上，土质肥

沃，温差大、光照长，该镇通过推广

优质鲜桃、樱桃、葡萄等果树种植，

发展林果经济。

为进一步打造环境优美、卫生

清洁、文明有序的镇村新面貌，送

庄镇坚持补短板、强弱项、提品

质，实施清、建、管、护“四步联

动”，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了游客采摘体验感和群众幸福

指数。

提高清理频率。针对近段生

活垃圾清理难度大的实际，该镇保

洁队伍提高了清理频率，确保日产

日清。同时，全面提升道路、绿化

带等保洁标准，持之以恒整“脏”、

改“乱”、治“差”。

注重基础配套。加大资金投

入，重点解决路灯、垃圾桶等公共

设施破损，以及绿化苗木疯长、个

别街巷路面坑洼不平等问题，更新

垃圾桶、修整绿化，白鹿、裴坡等村

新修村道4000余米。

建立管理机制。建立常态化、

制度化的督导整改、观摩评比机

制，做足“五美庭院”精细化、长效

化管理文章，坚持“两对调一观

摩”，每月一次集中观摩评比，以督

促改、以考促效。

营造创建氛围。通过广播、微

信公众号、入户宣传等，引导居民

增强“主人翁”意识，主动参与、主

动维护，形成人人参与环境整治、

人人共享美好生活的良好氛围。

（许金安鲍世昆王宏灿）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
天鹏）8月 15日，西平县嫘祖镇邵

庄村，平坦的道路干净整洁，伴随

着粗犷豪放的铙镲协奏声，两头舞

狮穿梭在人群中，摆出各种灵动的

造型，引人注目。

“今天村里热闹得很，有两对

新人结婚，俺们在这广场上给他们

办集体婚礼哩。”村民康丽华高兴

地说，“现在年轻人结婚不用愁了，

村里不仅有办婚礼的场所，还倡导

简办，这都写进了村规民约里，给

我们节省了一笔开支，好得很。”

“自从县里开展‘移风易俗新

风尚，文明西平正能量’活动以来，

我们已经帮助近 30户家庭简办了

红白喜事。”邵庄村红白理事会负

责人邵道金说，“我们村一直有简

办红白喜事的传统，原来谁家有个

红白喜事都有专人操办，去年，村

里根据活动方案制定了规章，现在

我们都是照‘规矩’办事。”

“截至目前，我当了十几次证

婚人了，每次看到年轻人选择在村

里简办婚礼都很高兴，说明咱们的

红白理事会确实发挥了应有的作

用。”邵庄村党支部书记杜志贤说，

“除此之外，经过村民议事会表决，

我们拿出一部分村集体经济收入

修建了文化广场，修补了村里的道

路，制定了村规民约，要求村民主

动打扫房前屋后的卫生等，可以

说，‘一约四会’为我们邵庄村注入

了发展活力。”

据了解，邵庄村实行的“一约

四会”制度只是该县推进农村基层

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缩影。目前

该县285个行政村（社区）均已建立

“一约四会”制度，此外该县结合当

地实际情况，策划开展的“移风易

俗正能量，文明西平新风尚”主题

活动，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乡风

文明建设工作向纵深开展。

“我们将以‘全国农村社区治

理实验区’为契机，努力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农村社区治理新格

局。”该县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将

不断健全“一约四会”等工作机制，

深化村级议事协商，不断推动农村

社区公共空间建设。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任志
刚 梁媛）“这次全国第五届中医药文化

大会能在三门峡市举办，不仅得益于我

市得天独厚的中药材资源，还得益于近

两年我市多措并举创新推进中药材产业

高质量发展所呈现出的强劲势头。”日

前，全国第五届中医药文化大会组委会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两年，三门峡市充分发挥药材资

源优势，按照“合理利用资源、调优种植

结构、搞好加工营销、创造品牌效益”的

发展思路，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依

托，以科技为支持，优化种植结构，规范

种植技术，强化品牌建设，增强加工转化

能力，提高生产效益，推进中药材产业发

展迈上新台阶。

三门峡市是河南省十大药材生产基

地之一，也是全国重要的中药材生产基

地。所产的连翘、丹参、杜仲、黄芩、桔

梗、柴胡、山茱萸、天麻、辛夷等中药材，

有效成分含量高，品质上乘，属道地药

材，比较优势明显。中药材产业已成为

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

目前，“卢氏连翘”“灵宝杜仲”“渑池

丹参”“渑池柴胡”等四种药材已产生良

好的品牌效应。其中，“卢氏连翘”经原

国家质检总局检测，有效成分、药用价值

高，品质优于其他产地的连翘。渑池县

是豫西丹参的核心产区，经国家检测机

构检验，“渑池丹参”丹参酮含量超过国

家药典0.2%的最低标准，已入选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依托丰富的特色中药材资源和政

策支持，该市中药材生产企业迅速发

展壮大，链条逐步完善，产业稳步升

级。三门峡玉皇山制药有限公司于

2018年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该公司研发的拥有独立知识产权

的流动水自然沉降选择雄黄细度的方

法，实现了连续化、规模化生产，是目

前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生产水飞雄黄粉

的厂家；三门峡广宇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拥有国内先进的现代化制药生产线

7 条，其主导产品冬凌草片，产量销量

跃居全国第一，单品年销售额 3000 万

元以上。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8月12日，“天然药库三门峡”区域

品牌共建交流会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成果发布会在

三门峡文博城举办，作为全国第五届中医药文化大会的一个

主题活动，将进一步响应“品牌强国”“豫品振兴”战略，叫响

“天然药库三门峡”区域品牌，推动中医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

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所长荀顺利对中药

研究所的基本情况、科研方向等作了简要介绍，随后科研处副

处长田纪祥就现阶段的科研成果向社会进行发布。

在颁牌仪式环节，与会领导、专家分别为渑池县人民政

府、卢氏县杨献民茶业有限公司等10个“天然药库三门峡”品

牌共建单位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王牌智库（深

圳）有限公司2个战略合作单位授予牌匾。

本次活动以“树‘天然药库三门峡’品牌，促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通过政府部门、科研机构、新闻媒体、专家团

队和企业事业单位，“五位一体”共同推进“天然药库三门峡”

区域品牌建设，讲好河南中医药文化品牌故事，把品牌企业做

强、把品牌产业叫响、把三门峡城市品牌擦亮，不断提升三门

峡区域中医药行业产业的整体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做大

做强中医药产业，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中医药文化大会主题活动在三门峡举办

“一约四会”让文明乡风润民心
西平县打造农村社区治理新格局

“四步联动”打造宜居家园
孟津区送庄镇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道地药材根脉传崤函蝶变产业旺

玉米高产攻关
冲刺亩产1100公斤

8月 11日，郑州市郑东新区园林

水务局召开专题会议，贯彻落实郑东

新区防指应对强降雨准备会精神，压

紧压实强降雨防范措施，局中层以上

干部、运管科全体人员，绿化、水务

（利）工程代建单位及管养单位负责

人参加会议。

据天气预报，8月 16日前后郑州

有强降雨。为做到未雨绸缪，马保松

局长要求各单位提高思想认识，从讲

政治的高度看待防汛工作，落实主体

责任，按照防汛应急方案分工开展工

作，任务分解到人，责任明确到人，并

加强与市直局委的沟通，及时掌握信

息，确保郑东新区安全度汛。

据了解，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在

这次会议上认真总结了各单位在应对

此前几次强降雨过程中好的做法，并

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重点布置。赵

含义副局长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 24

小时巡查值守，加强隐患排查，及时妥

善处理险情，对象湖B区、贾鲁河过城

际铁路、西运河龙湖土围堰等重点部

位，加强值守调度确保安全。

据悉，会议结束后，郑东新区园

林水务局紧急行动，防汛队伍、设施

等准备工作全部到位，进入应急状

态。 （侯艳召）

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压实强降雨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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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董豪杰）玉米亩产能有多

高？修武县城关镇秦厂村的白黎明目标是

1100公斤！

“你站地里踩一踩，是不是感觉

土壤比较松软？”8月10日，在玉

米田里，白黎明一边示范，一边

邀请大家进地体验，他介绍说，

光有机肥每亩就用了12立方米，

播种时用的化肥也是控释肥。

白黎明的绿棵家庭农场今年承担了修武县夏玉米的高产攻关试

验，从种到收，专家全程给予技术指导，这是他要高产的底气所在。

俗话说，玉米是个大肚汉，能吃也能干。玉米要高产，肥水不能

缺。除了底肥外，白黎明在专家的指导下，采取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

专用肥等措施，在玉米大喇叭口期、灌浆初期，还结合浇水或降雨每亩

再追施速效氮肥10至15公斤。

肥料用得足足的，栽培模式也有所不同。在白黎明的玉米田里，分

别用不同的株距行距种植了3个不同的品种，高矮各不同，密度从每亩

4500株到7000株。

耕地有基础，品种技术配套，加上新型经营主体的精耕细作，未来，

玉米产量有望再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