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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办

□本报记者 吴向辉

11月 18日，省政府与中国农业

科学院举行签约仪式，共建中原研究

中心。这是又一国家级科技创新平

台在我省落户。

中原研究中心要干啥
中原研究中心由我省和中国农

业科学院共同创建，选址在新乡市平

原示范区。通过搭平台、组队伍、聚

资源、建基地，建成集农业科研、成果

转化、产业孵化、人才培养于一体的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农业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院将发挥科技积

累、创新能力、人才团队以及科技成

果、科研平台等优势，把“强种、沃田、

增粮”三大科技行动的创新资源布局

到河南，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

围绕破解河南农业及产业链“卡

脖子”问题，中原研究中心将与河南

省政府部门、科教单位、生产经营组

织、高科技企业形成合力，开展全方

位协同创新，推动科研成果转移转

化，助力河南省打造粮食生产核心

区、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据了解，中原研究中心由河南省

政府批准注册，采取事业法人新型研

发机构模式，内设1个综合管理机构

和现代种业科学部、研究部、农业资

源保护利用研究部、农产品加工与质

量安全研究部、成果转移转化部5个

研究功能机构。

聚集科技力量
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按照协议要求，中原研究中心的

建设将与河南“中原农谷”、神农种业

实验室、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

心、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深度融合。

中原研究中心将参与“中原农

谷”五大重点任务的实施推进，助力

“中原农谷”打造国家种业科技创新

中心、现代粮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农业

对外合作交流中心、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和智慧（数字）农业示范

区。

中原研究中心与神农种业实验

室、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错位

发展、优势互补，开展育种基础理论

研究、新种质新基因挖掘、农业绿色

生产、农产品加工、智能装备、农村人

居环境及数字乡村建设等重大科技

行动。

中原研究中心支持周口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打造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基地，以黄淮平原高

质高效农业为主题，以小麦为主导产

业，努力建设小麦产业创新发展引领

区、黄淮平原现代农业示范区、科技

支撑乡村振兴典范区，在小麦全产业

链创新发展、传统农区农业提质增

效、粮食生产核心区一二三产业深度

融合、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

等方面进行探索示范，努力创造出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据介绍，中原研究中心将力争通

过第一轮建设周期，打造一批种质创

新、品种培育、农产品加工、现代农

机、数字农业、循环农业等专业领域

的国内一流创新团队引进一批高层

次人才，实现常驻团队百人左右稳定

的多层次人才队伍；支持搭建国家

级、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孵化培育

农业科技创新企业，打造乡村振兴示

范样板。

深化省院合作共创农业示范
我省牵手中国农科院打造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本报记者 李晓辉

今年10月初我省大部分地区有一

次明显的降水过程，许多农户趁墒早

播，加之播种量偏大、土壤肥沃，播种后

气温偏高，最近不少地方农民反映小麦

有旺长趋势。

原新乡县农技站站长、现在新乡科

技小院做指导专家的刘清瑞老师告诉

记者，麦无二旺，如果冬前旺长年后就

不会旺，也就是说冬前把养分都消耗掉

了，第二年开春拔节长穗的时候，后面

营养跟不上，产量肯定不会高。

如何判断目前你家小麦是否旺

长？刘清瑞提出，可以通过一望二数三

观察来判定，一望：站在地头，小麦已经

封垄，即只见麦苗、不见垄沟，这样的小

麦，基本上属于旺长苗。二数：拔掉一

株麦苗，如果分蘖超过6个，主茎达到7

叶，最长叶片超过20厘米，基本可以判

定小麦为旺长苗。三观察：田块麦苗整

体长势较旺，叶鞘又长又薄，且顶部叶

片修长呈轻微扭曲状，也是小麦前期旺

长的症状表现。

清丰县农业农村局六塔乡区域站

站长晁豪电话告诉记者，六塔乡有几

户小麦播种时间早，播种后又浇足了

水，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小片麦田有旺

长现象。目前已把控旺管理措施指导

到位。

据专家介绍，如果小麦冬前旺长，

首先是易受冻害。旺长小麦细胞内糖

分及各种有机营养浓度低、冰点高，尤

其是幼穗分化进入二棱期后，抗寒能力

下降，极易遭受冻害，轻者枯叶死蘖，重

者整株死亡，直接影响小麦产量。其次

是容易倒伏。旺长麦苗地上部生长茂

盛，茎蘖多，叶片大，基部节间拉长，茎

秆软弱，干物质积累少，根系发育差，给

后期倒伏埋下隐患。后期如遇大风暴

雨天气，很容易发生根倒或茎倒，造成

减产。最后是易病害加重。旺长麦田

群体偏大，通风透光不良，麦苗素质差，

抵抗力下降，很容易遭受病虫害。

刘清瑞和晁豪等基层农技专家打

来电话，特别提醒广大种植户，切勿忽

视小麦旺长。如若当前小麦有旺长现

象，要抓紧采取镇压控旺、不追肥不浇

水和化学控旺等措施，及时控旺到位。

具体来说，镇压是指通过机械损伤地上

部叶蘖，抑制主茎和大分蘖生长，缩小

分蘖差距和过多分蘖的发生，达到减少

养分消耗，促进根系下扎的功效，从而

避免麦苗持续旺长。但镇压时要注意

顺着一个方向压，不要来回压。控制肥

水即通过断水断肥控制它的旺长。部

分土壤肥沃旺长麦田年前可以不浇水、

不施肥。化学控旺是指采取化学物质

来达到抑制小麦旺长的方式，如当前小

麦出现旺长趋势（11月下旬），每亩可

用烯效唑 15~20 克或多效唑 30~40

克+磷酸二氢钾100~150克兑水喷施，

来抑制细胞分裂、控制小麦茎秆生长、

缩短植株节间距，从而达到促进分蘖、

保持营养充足供应的功效。对病害发

生严重的地块加入对应药剂混合喷

洒。采取化学控旺具体用药量，应根据

小麦旺长程度，适当调整。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11 月 18

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近日，农

业农村部发布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介

结果。经各地推荐、专家评审和网上公

示，推介 255个乡村为 2022年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我省有10个乡村入选。

我省 10个入选的乡村分别为：洛

阳市栾川县秋扒乡小河村、开封市尉

氏县张市镇榆林郭村、平顶山市宝丰

县商酒务镇杨沟村、南阳市淅川县九

重镇邹庄村、新乡市辉县市张村乡裴

寨村、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西顶村、

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裴庄村、驻马店

市平舆县西洋店镇西洋潭村、焦作市

沁阳市紫陵镇坞头村、信阳市新县吴

陈河镇章墩村。

据了解，建设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是

带动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价值提升、拓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重要途径，是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举

措。农业农村部要求，获得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称号的乡村珍惜荣誉，加强配套

设施建设，挖掘乡村特色资源，丰富创

新业态类型，强化联农带农作用，打造

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开辟乡村产业

发展新的增长点。

□本报记者 李晓辉 通讯员 李胜利

“今天参加大白菜观摩评价活动

大开眼界，我最喜欢那个黄心的新合

221和橘红心的新科红妃二号，明年

准备多种些。”一位种植户兴奋地说。

11月 17日，位于获嘉县太山镇

的大白菜新品种试验基地，一垄垄白

菜郁郁葱葱，长势十分喜人，河南省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大宗蔬菜体

系正在这里召开大白菜新品种现场

观摩会。

观摩会现场共展示了 18个白菜

新品种，14个都来自新乡市农科院。

通过对不同品种的外观、抗病性、适

用性、丰产性等方面进行现场评比，

与会专家现场选出了5个品质好、产

量高、口感佳的大白菜新品种，供广

大菜农选用。其中新品种黄心白菜

新合 221，外叶浓绿、内叶鲜黄、口感

鲜爽、营养价值高、耐抽薹，适合制作

泡菜，打破了日韩黄心白菜“卡脖子”

问题；新科红妃二号，橘红心、清脆爽

口，好吃又好看，适合凉拌，属于精品

菜系；新峰五号，口感好、纤维少、抗

病性强、商品性极高；新优一号，长柱

形、帮绿、心叶嫩黄、口感好，适合贮

运等；新长三号，长筒麻叶形、心叶内

黄，适合制作酸菜。

“获嘉县太山镇大白菜素有‘浑

汤大白菜’之美誉，近年来，新乡市农

科院在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

系的支持下，在这里推广的新乡小包

23、新科小包 26占当地种植面积的

90%左右，使获嘉‘浑汤大白菜’品

质更优、口感更佳，为当地大白菜产

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进一步

优化品种结构、丰富市场类型，目

前 我 们 又 相 继 培 育 出 了 黄 心、红

心、娃娃菜等一系列类型不一的大

白菜新品种，进一步助力大白菜产

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河南省大宗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大白菜品种改良

岗位专家、新乡市农科院研究员原让

花介绍道。

当日，新乡市农科院副院长张栩

等专家和区域站负责人、新型经营主

体、专业合作社相关负责人、种植大

户和企业代表等近30人参加了本次

观摩会。会上，不少企业代表及种植

大户就相中的品种达成了示范和合

作意向。

“近年来，新乡市农科院在河南

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四优四化

及联合攻关等项目的支持下，在新品

种选育及示范推广方面成果丰硕。”

张栩说，下一步，我们将以项目为王，

充分利用“一三五五”示范基地的优

势，及时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

模式，促进大白菜产业绿色高质高效

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保障“菜篮

子”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张
森）日前，滑县小铺乡500余亩西蓝花

陆续收获，菜农们正忙着采收上市，

保障群众的“菜篮子”供应。

11月 18日，在小铺乡胡营村西

蓝花种植基地，一棵棵西蓝花长势喜

人，村民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筐，

到处一片丰收繁忙的景象。

种植户王书国说：“我今年种了

100亩西蓝花，产量每亩 4000多斤，

上车价7角钱一斤，一亩地挣七八百

元，100亩地今年能挣七八万元。”

近年来，小铺乡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群众承包土地

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并依托“公司+

基地+农户”的模式，通过基地务工、

技术指导、组织销售等方式，壮大村

集体经济，促进产业向特色化、规模

化、市场化方向发展，特色产业成为

促进群众增收的新引擎。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周武申王琳锋

初冬时节，怀菊飘香。记者走进武

陟县大虹桥乡南古村怀菊花种植基地，

放眼望去，金黄色的怀菊花花团锦簇，

随风摇曳，花海荡漾，清香扑鼻，田野里

处处可见村民采摘菊花的忙碌身影。

“我在家闲着没事，在这儿采菊花，

每天能挣100多元，工作很轻松，还能

和大家聊聊天，不仅过得开心，也能给

家里增加点收入。”南古村村民杜贵香

一边采摘怀菊花一边笑呵呵地说。她

把土地流转给武陟县农友专业种植合

作社，在享受土地租金的同时，还能在

家门口挣工资，实现了“双重”收入，从

怀菊花育苗、管护到采摘、烘干、包装，

基本上常年都有活干，一年下来能挣两

万多元。

“大家先采大花，后采小花。采完

抓紧时间送到合作社，千万别耽搁时

间，堆放时间长了品质就下降了。”在怀

菊花种植基地，武陟县农友专业种植合

作社负责人顾永胜，正在对标准化采摘

进行技术指导。他说，现在正是怀菊花

采摘高峰期，每天有500多人在种植基

地参与采摘，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增收。

据了解，武陟县农友专业种植合作

社以种植、加工、销售怀菊花为主，种植

怀菊花已经十几年了，经过多年的发

展，现在合作社有社员386户，成为国

家级示范社。今年，该合作社在大虹桥

乡南古村、东刘村流转了800亩土地作

为怀菊花种植基地，并和当地村民签订

怀菊花种植订单2000多亩，带动群众

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我和农友专业种植合作社签订怀

菊花种植订单已有6年，合作社免费给

我们提供优质种苗和技术指导，采摘后

直接卖到合作社，省心省力不说，价钱

还比市场价高。”南古村村民马小忠说，

“今年，我承包了20亩地，全都种上了

怀菊花，每亩地产量在1200公斤左右，

除去地租、人工等各项成本外，每亩收

入5000多元。”

怀菊花是当地特产，距今已有

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武陟县及周边

特有的土壤与气候条件，造就了怀菊花

独特的药性和较高的保健价值。

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年

来，武陟县立足本地特色，采取“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方式，推广

订单农业模式，引导农户与合作社合

作，既解决了种植和技术问题，又解决

了销售难题，形成了集怀菊花种植、采

摘、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精深加工产业

链条，为群众增收致富开辟了新路径。

目前，武陟县怀菊花种植面积达 6000

多亩，2019年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

引擎。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怀菊

花产业的扶持力度，充分利用上级

1300万元的怀药集群项目奖补资金，

支持怀菊花产品初加工、深加工等环节

发展，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培育壮

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把怀

菊花打造成集观赏、采摘、加工于一体

的特色富民产业，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实

现新突破。”武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杜家斌说。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
瑞敏 桑菲菲）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

先。11月 18日，记者走进长葛市石

象镇种业小镇，处处都能感受到种子

萌动的力量：大棚内瓜果满枝，长势

喜人，几百个品种的种子示范区规划

整齐，一片生机盎然。

小种子，大民生。近年来，长葛

市种业小镇紧紧抓住科研这个关键，

以市场为导向，突出特色，打造品牌，

以新品种新技术引领产业振兴，促进

农业提质增效。同时，通过培养“新

型职业农民”，大力发挥新型职业农

民的引领作用，实现农业从规模化、

标准化向现代化发展，以种业发展促

乡村振兴。

“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品种

的瓜果蔬菜，这次开阔了视野，希望

我们的企业也能参与其中，合作培育

新品种。”不久前，前来参加2022年秋

季新优品种观摩会的多名企业家表

示。2016年以来，长葛市种业小镇每

年都定期举办瓜菜品种地展博览会，

为广大农民选种用种、为种子企业开

发经营提供全面、及时、有效的服务，

并以此为平台不断吸引外界企业投资

落户种业小镇，壮大种业小镇的发展

规模。目前，种业小镇已建成中西部

地区最大的瓜菜新品种展示基地。

长葛市种业小镇还以现有的种

粮和种菜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为骨

干，成立了长葛市种业发展联盟，不断

发展壮大种业企业发展规模，并按照

“整合、共享、服务、创新”的基本思路，

整合现有种业创新平台，促进种业产

业做大做强。目前，长葛市种业小镇

研发的300多个蔬菜新品种在全国推

广，累计推广面积超过6000万亩。

11月17日，在新蔡县关津乡王楼村金丝皇菊种植基地，村民在采摘金丝皇菊。眼下，王楼村500多亩金丝皇菊正值采摘时
节，成片的菊花铺满田间，当地村民忙着采摘、分拣、烘干菊花，确保及时供应市场。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宋超喜 摄

及时控制旺长确保小麦丰收

武陟 怀菊花产业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名单公布
我省10个乡村上榜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曹要
强白贺阳）“好镇好村好风景，真抓实

干产业兴。”近日，在上蔡县黄埠镇党

委书记翟洪涛的带领下，记者参观了

黄埠镇近千亩有机果蔬大棚，只见棚

内一片绿意盎然。

按照“一村一品”的要求，黄埠镇

千亩有机果蔬大棚依托山东潍坊科

技学院驻上蔡博士工作站，在全镇推

广“科研+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

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和休闲采摘观光

农业。据了解，黄埠镇千亩有机果蔬

大棚不仅带动当地整体的发展，还帮

助周边农户每年稳定增收4000元以

上。除果蔬大棚外，在特色种植方

面，小王营村还依托快速通道区位优

势，推广特色品种甘薯种植，建设甘

薯现代化农业产业园，构建集育苗、

种植、储存、深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

产业链发展模式。

“‘巨型一号’丝瓜水系列化妆品

在互联网已经热销近 10年，销售额

3.2亿元，就全国来说，‘巨型一号’丝

瓜水那是排名靠前的。”言语间，翟洪

涛满是骄傲。走进黄埠镇晨钟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丝瓜水生产车间，现代

化的生产流水线、忙碌的工人和欢闹

的带货直播间，让整个车间充满无限

生机。“就目前中低端美肤用品中，

‘巨型一号’丝瓜水的品质很不错，但

是品牌效应低、产品规格不高、产品

功能不够突出，是‘巨型一号’丝瓜水

从中低端到高端发展的瓶颈，接下来

将依托博士站的科研实力，打破技术

壁垒，实现产品的迭代升级。”

在翟洪涛的带领下，记者来到

小王营村，笔直的村道、整洁的环

境，几位老人坐在家门口一边剥花

生一边聊天，一派祥和的场景。“咱

们一直边整边教，教在前、整在后，整

是手段、教会是目的，让‘净起来、绿

起来、亮起来、美起来’的目标成为干

群共同的奋斗目标。”翟洪涛说。至

今，黄埠镇完成户厕改造8000户，以

小王营为试点在6个自然村铺设雨

污分流管道，分区分类推进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建设无害化垃圾处理体

系，利用厨余垃圾做成有机肥料，实

现无害化循环农业。目前，黄埠镇已

成功创建“省级卫生乡镇”“省级健

康乡镇”“省级美丽小镇”“省级文明

村镇”。

秋季大白菜新品种观摩会
多“色”白菜品种大联欢

长葛市

300多个蔬菜新品种推广全国

上蔡县黄埠镇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滑县小铺乡

500余亩西蓝花陆续收获

喜获丰收喜获丰收金丝皇菊金丝皇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