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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通讯员 张路生 报道）日前，市
农业农村局出台《2022年春季小麦
病虫草害防治技术意见》，根据全
市小麦苗情，分小麦返青期、起身
拔节期、抽穗扬花期三个阶段作出
病虫草害科学防控技术指导，为夺
取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当前，我市小麦正处于越冬
期，从近期苗情考察和农技专家会
商情况看，苗情总体偏弱，为近年来
越冬期弱苗比例最高的一年。专家

指出，截至目前冬季气温总体偏高，
土壤墒情较好，田间湿度大，病虫越
冬基数较高，病虫草害发生隐患较
大。另据气象部门预测，冬春季节
有可能出现极端低温天气，不利于
小麦安全越冬和春季生长，病虫害
发生的风险加大，再加上冬前麦田
化学除草面积较少，病虫草害防控
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艰巨。

专家建议，今年春季小麦病虫
害防控管理应突出一个“早”字、重
在一个“防”字，做到监测预报早调

查、防控行动早谋划，重大病虫早
预防、适期开展统防统治。根据专
家技术意见，今年小麦返青期要重
点防治茎基腐病、纹枯病等根茎基
部病害，密切关注地下害虫、红蜘
蛛等；尤其冬前未进行化学除草的
麦田，要及早进行化学除草。起身
拔节期是纹枯病、茎基腐病、根腐
病等根茎部病害侵染扩展高峰期，
也是麦蜘蛛、地下害虫等害虫危害
盛期，要密切关注条锈病的发生动
态，及时做好防控；尤其是小麦茎

基腐病，起身拔节期是药剂防治的
最后关口，一定要重点防治；要以
小麦茎基腐病、纹枯病防治和小麦
条锈病预防为主攻目标，大力开展

“一喷早三防”(防病防虫防弱苗)行
动。小麦抽穗扬花期要重点防治
小麦条锈病、赤霉病、白粉病、蚜
虫、麦蜘蛛、吸浆虫等病虫害；要大
力推广适期“一喷三防”技术，通过
一次性叶面喷施杀菌剂、杀虫剂、
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等混配
液，防病、放虫、防早衰。

今春小麦病虫草害发生隐患大

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出台防治技术意见

2021年以来，沾化区黄升镇严
格按照区委区政府关于实施冬枣产
业“双增双提”工程要求，围绕设施
栽培、品种改良、标准化生产、示范
园区建设、市场开拓等方面协同推
进，不断推动冬枣产业向种植规模
化、管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走出
了一条创新创业之路、富民惠民之
路、绿色发展之路，为乡村振兴奠定
了坚实产业基础。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凝
聚群众致富强大合力

“我们村合作社10名准备建冬
枣大棚的枣农联合起来一块建，根
据亩数多少，分摊人工费用，既省钱
又赚钱，大家积极性很高，秋收后仅
我们这一组就建起30多亩冬枣大
棚，后续还要建设更多的冬枣大
棚。”在黄升镇杨家村冬枣大棚建设
现场，联合建设冬枣大棚发起人李
克成高兴地说。

2021年春天，杨家村沾化启航
延迟冬枣专业合作社，在村党支部
书记、合作社理事长李风昌带领下，
响应“双增双提”号召，建成200亩
冬枣大棚。去年多雨极端天气影响
下，大田冬枣减产减收，建有冬枣大
棚的枣农则明显增收。这些枣农中，
李克成建成7亩冬枣大棚，亩收入达
到2万元。秋收后，李克成联合本村
枣农杨海祥、李风民、李克宣、李保国
等10户组成联合建棚小组。

黄升镇自2021年大力推进“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全覆盖工作以来，
镇域冬枣专业合作社已达42个。
在党支部领办下，合作社建立集体
与群众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
机制，凝聚起了推动村集体、村民致
富的强大合力。

沾化鑫春冬枣专业合作社党支
部书记、理事长皮胜春说：“自去年
镇党委、政府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工作以来，我们合作社创新推行

‘五统一’管理模式，统一技术、统一
浇水、统一施肥、统一药物、统一防
治病虫害，蔺皮村的冬枣质量有了

大幅度提升，比枣农单打独斗效益
强得多。”

按照“1+3+N”工作
思路高标准建设示范园

为推进全镇冬枣产业转型升
级，黄升镇按照“1+3+N”工作思
路，打造镇级高标准冬暖式大棚示
范园1处、高标准示范园3处、村级
冬枣示范园N处。

2021年，大姜村枣农姜竹廷6
亩“沾冬2号”大棚冬枣因天气原因
结果比较少，但没受什么损失，以套
袋的100元1斤、不套袋的50元1
斤全部卖出，总共卖了36万元，在
秋后连续降雨情况下能有这么好的
收入，成为当地枣农的佼佼者。

2020年时姜竹廷可没有这么
幸运，当时还是露天种植“沾冬 2
号”，一开始长势喜人，因为9月底
的一场雨，一下子裂果五六千斤，再
加后期的裂果，少卖了二三十万
元。为此，冬枣一卖完，他就多方联
系安装冬枣大棚，并且安装的是单
价比普通冬枣大棚高两三倍的高品
质钢结构大棚，还一块安装了自动
喷药和滴管系统，6亩冬枣园投入
了超过20万元。品尝到高投入高

产出的姜竹廷说：“这一次投入，减
少了以后的劳动强度，而且还不怕
雨、雹天气，更能提高冬枣品质，我
这也算与时俱进，争当先锋啊！”

全镇春季冬枣管理培训会、设
施冬枣推广会都在姜竹廷家的冬枣
园举行，带动发展起数百亩的大棚
冬枣，为此全镇枣农增收近千万元。

“目前这24个冬暖式大棚安装
了物联网系统，不但可以在黄升镇
沾化冬枣智慧管理平台进行控制，
只需打开手机App轻轻一点，温
度、湿度、光照等数据一目了然，再
根据棚内冬枣生长需要，轻松实现
一键远程操作。”在黄升镇冬枣高科
技示范园，负责人打开手机展示操
作界面时说。

据了解，黄升镇冬枣高科技示
范园建成集大棚物联网系统、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产品电子商
务系统于一体的智慧农业综合服务
平台，相当于在每个冬暖式大棚安
装了一套天气预报系统，通过手机
App，根据棚内温度全自动放风，上
下自动调控棚膜，还具备土地酸碱
度监测等功能，减少了人力成本，实
现了农产品环境可测、生产可控、质
量可溯的有效对接。

目前，大姜冬枣片区、吴家冬枣

片区、杨家冬枣片区、孙家冬枣片区
的冬枣大棚建设如火如荼，引领全
镇冬枣大棚建设2400亩，“沾冬2
号”改良1000亩。

“枣农+合作社+电商
平台”不断拓宽销售渠道

为提升沾化冬枣品质，确保销
售渠道畅通，增加枣农收入，黄升镇
推出了“枣农+合作社+电商平台”
合作模式，与电商平台积极对接，吸
引顺丰、韵达、京东、极兔等快递公
司落户，并在35个村实现站点全覆
盖，推进订单销售，通过各快递公司
销售优质冬枣达1000余万斤，在让
消费者第一时间品尝到优质沾化冬
枣的同时，也破解了冬枣产业提质
增效难题，枣农和电商实现了双赢。

为做好售前准备工作，黄升镇
提前引导枣农加强冬枣后期管理，
疏理残次果、弱小果，及时补充水
肥，防止发生缩果；引导枣农增强诚
信意识，杜绝采青卖青，决不掺杂使
假、以次充好，确保上市冬枣质量；
召开冬枣经纪人选育培训会，在村

“两委”、党员干部、乡村能人、产业
大户、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中筛选经
纪人，特别是对党员干部作出特别
要求，招好商、服好务。

为进一步拓宽冬枣销售渠道，
黄升镇将全镇划分为三大片区，分
别在大姜、黄四、吴家设立冬枣交易
市场，并积极开发新型小市场，营造
优良的冬枣交易营商环境。另外，
自推进冬枣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以
来，镇域内先后注册了“全利”“迎霜
红”“国庆红”等18个沾化冬枣商
标，并利用已获得的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识、有机农产品转换、沃尔玛直
采基地、山东出境水果注册登记、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优质果品大赛银
奖、被列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名单等优势条件，通过多种媒体宣
传推介，进一步擦亮当地沾化冬枣
品牌，强化品牌效应，为当地冬枣产
业快速发展、枣农增收打下坚实基
础。

黄升镇谋划冬枣产业提质增效发展新格局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孟令旭 巴真真

大棚外，树木光秃，土地冰封；
大棚内，绿叶葱翠，欣欣向荣。

岁末年初，在博兴县店子镇大
杨村西红柿种植基地，一座座有着
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大棚内人影匆
忙，瓜果飘香。

“这一棚种植的西红柿有近
30个品种，都是我们鲁东大学与
店子镇一起合作培养的新品
种。我们有独立知识产权，能有
效打破当前西红柿品种严重依
赖进口的局面。”孙亚东说。实
验大棚里的西红柿长势良好，结
出的瓜果摆放在大棚入口处，供
来访客人和附近种植户试吃。
目前已有不少种植户预订了品
种，打算从下一个种植季开始用
这里培育的种子。

孙亚东是鲁东大学农学院的
一名博士、副教授，潜心研究西红
柿种植长达16年。2019年8月，
这位“西红柿博士”与“中国优质西
红柿之乡”店子镇结缘。说起结
缘，孙亚东特别感谢博兴县委组织
部人才服务中心。从当年8月开
始沟通，到12月，孙亚东就从一名
科研人员“变身”为店子镇的科技
副镇长。

“身份的变化，让我想得更多
的是用科技的力量和我背后的科
研团队，为店子镇农业发展带来有
益的助力，化解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孙亚东说。此前，店子镇万
亩西红柿品种几乎百分之百来自
国外。孙亚东说，这是一名中国科
研人员的痛处，也是科研人员为之
奋斗打破格局的动力。

孙亚东来到店子镇之前，一直
在实验室里研究西红柿育种课题，
倾注心力希望有所突破。身份的
转变让孙亚东走出实验室，有更多
的精力聚焦田间地头，也有了更广
阔施展才华的舞台。经过走访调
研，一些想法渐渐在孙亚东脑海中
成型。

店子镇大杨村是博兴县西红
柿的主要种植基地之一，种植面积
大，产量高，规模效应突出，种植历
史悠久。大杨村村民自1996年便
开展了大棚西红柿种植，一年一个
台阶，到2021年，该村种植面积超
过10亩大棚就达数十个。

2021年 4月，孙亚东来到大
杨村，就与村里的西红柿种植专业
合作社一拍即合，敲定联合创业的
计划。

大杨村党支部书记杨明良介
绍，村里西红柿产业发展到了一定
阶段，要想继续发展唯有创新突
破。2021年初，博兴县富民专业
合作社就选定了大杨村一块200
余亩的土地，计划进行高品质西红
柿和蔬菜的培育种植，可是苦于没
有技术支撑。

“孙教授的到来简直就是及时
雨。”杨明良高兴地说。

博兴县富民专业合作社投资
300余万元，新建6个种植大棚。

其中两个大棚是与孙亚东进行合
作，一个进行西红柿品种培育，一
个进行菜椒品种培育。孙亚东在
店子镇有了实验大棚。

“第一个大棚里选育了近30
种西红柿品种，第二个大棚选育了
10余种菜椒品种，就目前长势来
说，都达到了预期。”孙亚东介绍。
接下来，大杨村的西红柿种植户就
可以优先选择使用孙亚东培育的
西红柿品种进行种植。

孙亚东来到店子镇之后还发
现一个问题：由于种植面积大，每
到收获季节，西红柿秸秆堆积，无
法获得有效利用，形成一定的资源
浪费。

孙亚东又从绿色种植、秸秆再
利用的角度寻找解题思路。目前，
秸秆回收再利用的实验已经走出
实验室，开始实地测验，预计到今
年8月投产落地。届时，店子镇万
余亩西红柿秸秆资源浪费问题将
得到有效解决。

这位“西红柿博士”有着更加
广阔的视野。他在调研博兴县
博美特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时偶
然发现，这家公司的一项物理保
鲜技术如果应用于农业领域效
益或许相当可观。“这家公司生
产厨具时采用的技术具有保鲜
和杀菌的效果，我就想到，这种
技术可否用到农业生产领域。”
孙亚东介绍。

在孙亚东这一想法的推动下，
该项技术迅速从工业生产领域应
用到西红柿及其他农作物种植领
域。而且，实验室数据表现出了惊
人的效果，增产增效明显。目前，
孙亚东已经组织团队进行发明专
利的申报和相关农业标准化种植
的起草工作。

在博兴县，像孙亚东这样的博
士团队与产业结合落地的项目还
有很多：比如，曹王镇与中国农业
科学院刘永强博士合作的葡萄种
植园项目；山东大学的薛刚团队与
博兴万事达公司共同合作开发高
品质净化板自动化生产线22缸液
压同步系统项目；山东财经大学与
吕艺镇依托俄罗斯大樱桃产业发
展示范园共建乡村振兴科研基地
项目等。项目的落地和实施，为博
兴县产教融合发展蹚出一条示范
之路。

近日，博兴县第四批科技镇长
团正式组建。来自中国科学院大
学、山东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
校院所的40名专家教授，分别挂
职博兴经济开发区、镇街科技副职
和企业科技副总。

据了解，2018年以来，博兴县
先后从44家高校院所选聘73名
专家教授，组建了三批科技镇长
团。科技镇长团的组建，为打开高
校院所科研大门找到了“金钥匙”，
注入了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强心剂”。

“西红柿博士”孙亚东
与店子结缘联合创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董锋磊 通讯员 朱文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通讯员 张路生 报道）根据市
农业农村局近期对小麦苗情考察
情况和专家会商意见，受天气影
响，预计今春小麦病虫草害防控形
势较为严峻。为全力做好防控，提
高小麦抗逆性，减少病虫草害损
失，我市农技专家向广大农民朋友
提出如下科学选药、用药指导意
见。

小麦返青期要重点防治茎基
腐病、纹枯病等根茎基部病害，密
切关注地下害虫、红蜘蛛等。防治
茎基腐病，可用含有戊唑醇、氰烯·
戊唑醇、多菌灵、氟唑菌羟酰胺、烯
唑醇等成分的药剂以及噻呋酰胺、
苯醚甲环唑等药剂；每亩用80%戊
唑醇水分散剂10~12克、200克/升
氟唑菌酰羟胺悬浮剂50~65毫升、
48%氰烯·戊唑醇悬浮剂40~60毫
升、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克
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80克加
12.5%的烯唑醇可湿性粉剂20克，
兑水喷雾防治，适当加大用水量，
重点喷茎基部。根据气象条件，结
合苗情需要，必要时有条件的地区
可以喷施免疫诱抗剂、植物生长调
节剂等，促弱苗转壮，提高植株抗
病虫能力。

返青期也是化学除草的关键
时期，尤其冬前未进行化学除草的
麦田要及早进行。化学除草时应
注意避开“倒春寒”天气，喷药前后
3天内日平均气温应在6°C以上，

日最低温不能低于0°C，喷药时
气温应在10°C以上。根据麦田
杂草群落结构，有针对性地选择防
控药剂，并严格按照农药标签上的
推荐剂量、适宜浓度、施药方法、操
作规程等喷施除草剂，避免漏喷、
重喷、随意加大剂量等造成小麦及
后茬作物产生药害。化学除草应
在拔节前完成，避免拔节后施药产
生药害，禁止使用氯磺隆、甲磺隆
等长残效除草剂。阔叶杂草为主
的麦田，可用双氟磺草胺、唑草酮、
双唑草酮、氯氟吡氧乙酸等单剂或
混剂，兑水茎叶喷雾防治；以播娘
蒿、荠菜为主的麦田，可选用10%
唑草酮水分散粒剂 15~20 克或
10%双唑草酮可分散油悬浮剂
20~25 毫升；以猪殃殃为主的麦
田，每亩可用200克/升氯氟吡氧乙
酸乳油60~65毫升或 50克/升双
氟磺草胺悬浮剂5~6毫升。禾本
科杂草为主的麦田，可用氟唑磺
隆、甲基二磺隆、精恶唑禾草灵、炔
草酯等单剂或混剂，兑水茎叶喷雾
防治；以看麦娘等杂草为主的麦
田，每亩可用70%氟唑磺隆水分散
粒剂2~4克或69克/升精恶唑禾草
灵水乳剂50~60毫升；以节节麦为
主的麦田，每亩可用30克/升甲基
二磺隆可分散油悬浮剂20~35毫
升；以雀麦为主的麦田，每亩可用
7.5%啶磺草胺水分散粒剂10~12
克。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混合
发生的麦田，可选用以上药剂的混

合制剂。
小麦起身拔节期要以小麦茎

基腐病、纹枯病防治和小麦条锈病
预防为主攻目标，大力开展“一喷
早三防”(防病防虫防弱苗)行动。
防治茎基腐病可选择戊唑醇、烯唑
醇、吡唑醚菌酯、噻呋酰胺、苯醚甲
环唑等药剂，同时兼具预防小麦条
锈病、纹枯病等功效，混配阿维菌
素、联苯菊酯、高效氯氰菊酯、抗蚜
威、噻虫嗪等杀虫剂和氨基寡糖
素、芸苔素内酯和赤·吲乙·芸苔生
产调节剂，实现一次施药防病治虫
和促进弱苗转壮的效果，提高小麦
抗病虫能力。单治纹枯病，当田间
病株率达到10%时，可选用噻呋酰
胺、三唑类、井冈霉素等药剂进行
茎基部喷雾防治；每亩可用240克/
升噻呋酰胺悬浮剂 15~20 毫升、
250 克/升丙环唑乳油 30~40 毫
升，兑水进行茎基部喷雾防治，每
7~10天喷药一次，根据病情连喷
2~3次。单治红蜘蛛，当平均每尺
单行有虫200头以上或每株有虫6
头时，可选用阿维菌素、联苯菊酯
等药剂进行防治，每亩可用5%阿
维菌素悬浮剂5~8毫升，兑水喷雾
防治；地下害虫为害重的，结合划
锄可用辛硫磷加细土配成1∶200
毒土撒施，先撒施后划锄效果更
好。

小麦抽穗扬花期要重点防治
小麦条锈病、赤霉病、白粉病、蚜
虫、麦蜘蛛、吸浆虫等病虫。对于

条锈病，坚持“带药侦查、打点保
面”的防控策略，采取“发现一点、
防治一片”的预防措施，及时控制
发病中心；当条锈病田间平均病叶
率达到0.5~1%时，应及时组织开
展大面积应急防治，防止病害流行
危害；可使用的药剂有三唑酮、烯
唑醇、戊唑醇、己唑醇等，每亩可用
1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60~80克
或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30~50
克，兑水均匀喷雾。对于赤霉病，
坚持“立足预防，适时用药”，小麦
抽穗至扬花期一旦遇连阴雨或连
续结露、多雾天气，应立即喷药预
防；若气候条件特别适宜，隔5~7
天再喷药1次。每亩可用430克/
升戊唑醇悬浮剂 15~25 毫升、或
25%氰烯菌酯悬浮剂100~200毫
升、或25%咪鲜胺乳油60~100毫
升等，兑水均匀喷雾防治；施药6小
时后遇雨，应及时补喷。对于白粉
病、叶锈病，发病初期，当田间白粉
病病叶率达10%或叶锈病病叶率
达5%时，每亩可用15%三唑酮可
湿性粉剂60~80克、或12.5%烯唑
醇可湿性粉剂 35~60 克、或 250
克/升丙环唑乳油35~40毫升，兑
水均匀喷雾。对于防治蚜虫，田间
百穗蚜量达500头以上，每亩可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20~30克、
或 2.5%高效氯氟氰菊酯水乳剂
20~25毫升、或50%氟啶虫胺腈水
分散粒剂2~3克，兑水均匀喷雾。

春季小麦病虫草害防治如何科学选药用药

防治虫害新技术推广应用。

孙亚东（右）与种植户探讨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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