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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
杰 通讯员 许子涵 李敏 王楠 报
道）“我家麦田苗情偏弱，会不会减
产严重？”“冬前没镇压，现在还能镇
压吗？”2月11日，惠民县2022年冬
小麦春季管理技术培训班开课，来自
各乡镇的250余名种粮大户齐聚一
堂，认真听取了当前麦田管理重点，
并向授课专家提出在今年麦田管理
上的困惑，征求针对性解决方案。

受去年秋汛影响，全市冬小麦
普遍播期延迟，造成苗情整体偏弱。
为确保今年夏粮丰收，近日，市农业农
村局安排部署了冬小麦“科技壮苗”专
项行动，着力围绕推动小麦“促弱转
壮、早发稳长”，加强冬小麦田间管理
科技培训和技术指导。此次惠民县举
办冬小麦春季管理技术培训班即是开
展“科技壮苗”行动的一项内容。

培训班邀请市农技推广中心农作
物正高级农艺师宋元瑞授课。他指
出，去年冬小麦土壤湿播晚造成小麦
冬前发育不足，再加上普遍播种浅、坷
垃多、秸秆处理不好给小麦的转化升
级造成影响。今年也存在不少有利条
件，比如冬前温度高利于小麦转化升
级；整个冬季无连续极端低温，小麦没
有受到严重冻害，基本上是带绿过冬，
有利于返青。他介绍，根据去年12月
份苗情调查，全市三类苗占比达到
60%。通过采取系列壮苗措施，目前
三类苗占比已降至40%。

宋元瑞建议，根据当前苗情、墒
情，今年春季麦田管理要突出“早”
字，重点抓好促弱转壮和减损各项
措施。在促弱转壮方面，当前最关
键、最有效、适用最广泛的方法就是
镇压。通过镇压可以破碎坷垃、密

实土壤，保墒、保温，起到防冻害、促
壮根、促进低位分蘖发育等作用。
有关实验数据显示，小麦播后镇压
能提早出苗1-2天，单株分蘖增加
0.4-0.6 个，单株次生根增加 1.2-
2.1条，冻害干叶率降低10%-15%，
群体增加5-25万。同时，要搞好肥
水管理，今年要及早追肥，相对往年
适当加大施肥量；根据地温、土壤墒
情、苗情、水源灵活掌握浇水，水量
不宜大，墒情较好的可适当推迟浇
水时间。在减损方面，主要是防止
除草剂药害，减少冻害损失。应掌
握除草剂剂量和使用方法，观察好
土壤墒情和天气，避免出现药害；提
前采取防止冻害措施。

针对种粮大户提出的有关问
题，宋元瑞一一进行了具体分析讲
解。比如，关于当前苗弱影响产量

问题，他认为，小麦自我调节能力
强，少部分“土里捂”“一根针”只是
分蘖少了，但仍然能成穗，可通过促
进增加粒数、形成大穗来弥补冬前
发育不足问题；加上去年增大了播
种量，群体大，只要早采取有效措
施，也可达到稳产。关于冬前没镇
压的田块、盐碱地块能否镇压的问
题，他指出，当前土壤表层化开了，
底层还有点冻，正好是时间节点，要
及早进行镇压，这样压实了表层，盐
碱地深层水分和底层盐分也上不
来。对于如何科学镇压，宋元瑞告
知大家，镇压时间一般在9点以后
下午5点前；可以采用自制的镇压
器或其他代用镇压器具，推荐使用
先进镇压机械效果更好；应掌握旺
苗连续压、壮苗酌情压、弱苗宜轻压
原则；镇压方向应每次一致。

“最关键有效方法是镇压”

滨州农技专家支招当前春季麦田管理

初春时节，位于沾化区富
国街道的沾化农业科技创新示
范园温室大棚里一派生机勃
勃、春意盎然的景象，一颗颗红
彤彤的草莓、西红柿为新春佳
节增添喜庆气氛，吸引游客们
前来采摘。

据了解，农创园推行“党建
联合体+专业运营企业+新型职
业农民”运作模式，农户零租金
拎包入驻，整个园区新增就业
岗 位 110 个 ，年 产 瓜 果 蔬 菜
400-500 吨，总销售额达 400-
500万元。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贾海宁 李秀玲 摄影）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三
农”工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重中之重。日前，国务院
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
四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战略导向、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
策措施等作出全面安排，增强农业
农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能
力和“压舱石”的稳定作用，持续提
高农民生活水平。

《规划》指出，推进中国特色农
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十个战略
导向，要立足国内基本解决我国
人民吃饭问题，巩固和完善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引导小农户进入
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强化农业科
技和装备支撑，推进农业全产业
链开发，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加强
和创新乡村治理，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规划》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业现
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
推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为工作
定位，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形成工农
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
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农业
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
裕富足。

《规划》明确，到2025年，农业
基础更加稳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
展。梯次推进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

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脱贫地区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展望2035年，乡村
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
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
务。一是夯实农业生产基础，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健全辅之以
利、辅之以义的保障机制，提升粮食
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二是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深入推进农业
科技创新，健全完善经营机制，推动
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
准化生产，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三是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
系，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域，把就业机
会和产业链增值收益留给农民，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四是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聚焦交通便捷、
生活便利、服务提质、环境美好，建

设宜居宜业乡村。五是加强农村生
态文明建设，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方
式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绿色美丽乡
村。六是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加
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文明
和谐乡村。七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增
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能力，让脱贫
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逐步走
上共同富裕道路。

《规划》谋划了粮食等重要农产
品安全保障、乡村产业链供应链提
升、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现代
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等九方面五十
八项重大工程、行动和计划，提出
了畅通城乡要素循环、深化农村产
权制度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
度、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等改革措
施，并要求健全落实机制保障规划
顺利实施。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农创园里采摘忙农创园里采摘忙

受滨州市新桥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滨州
产权交易拍卖中心通过中拍平台（http://paimai.
caa123.org.cn）对坐落于滨州市渤海四路736号
滨州市新桥置业有限公司破产资产中的部分房产
调整价格后再次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
①6号楼—103，建筑面积约104.45㎡，起拍价

28.30万元。（无楼梯，已与101、102打通）
②6号楼—104，建筑面积约104.45㎡，起拍价

28.30万元。
③6号楼—107、108，建筑面积约208.90㎡，起

拍价56.60万元。（107、108共用一个楼梯）
④6号楼—109，建筑面积约100.10㎡，起拍价

27.13万元。（无楼梯，与110共用楼梯）
⑤8号楼—101，建筑面积约100.87㎡，起拍价

27.34万元。
⑥6号楼—408-414；8号楼：一楼大厅、二楼

大厅、二楼楼梯间、三楼大厅、三楼楼梯间、三楼自
北数五间房、四楼大厅、四楼楼梯间、四楼自北数6
间房，建筑面积约1467.86㎡，起拍价263.32万元。

备注：以上房产不能办理不动产证，将来如能
办理不动产证，所涉及所有税费均由买受人自行承
担。数据仅供参考，标的实际情况以现场看样为
准！

二、竞价时间：
自由竞价时间：2022年 2月15日 上午10:00

至2022年3月8日上午10：00。 限时竞价时间：
2022 年 3月8日 上午10:00开始至标的拍卖完
成。

三、竞买申请与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有
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3月7日下午16时前将竞买
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参与6号标的竞买需缴纳保
证金30万元，剩余标的每个需缴纳竞买保证金10
万元。户名：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账号：15742101040006552 开户行：农行滨州
渤海支行），并于2022年3月7日下午17:00时前
持相关有效证件（竞买人为自然人的，须提交本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竞买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须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携带
原件及公章；申请人若委托其他人办理竞买手续，
须同时出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及竞买保证金缴纳凭证到本中心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网上参拍申请应在线下报名
截止前由竞买人自行操作，竞买人保证金到达中心
指定账户并线下签订《竞买协议》后开通网络竞价
权限。不成交保证金三个工作日内无息退回。

四、标的展示与咨询：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
在地现场展示。

联系电话：13954398699 13705437965
0543-3387939

中心地址：滨州市黄河五路338号滨州日报社
三楼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2月15日

拍卖公告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通讯员 孔晓 报道）近日，市
农业农村局印发《关于冬小麦“科
技壮苗”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
知》，旨在围绕推动晚播小麦“促弱
转壮，早发稳长”，为确保今年夏粮
丰收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受去年秋汛影响，我市冬小麦
晚播面积大，冬前麦田弱苗、壮苗、
旺苗、“一根针”、“土里捂”等多种
情况并存，是近几年来苗情最为复
杂的一年。为此，市农业农村局成
立了冬小麦“科技壮苗”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和专家指导组，建立了相
应工作机制，聚集全市小麦产业科
技创新团队、农技推广中心业务
科、县(市、区)小麦产业业务骨干
等力量，分时段分区域、全面全过
程开展麦田管理技术宣传、培训、
指导服务等工作，做到夏粮不到
手，行动不结束。

此次冬小麦“科技壮苗”专项

行动主要内容包括：开展小麦苗情
调查，准确掌握小麦苗情长势；分
区域、分苗情、分环节制订发布一
批技术指导方案；开展巡回指导服
务，全面了解当地生产情况，助力
解决生产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举
办系列技术培训，聚焦晚播麦生产
关键环节和主要技术问题，组织专
家通过网络和现场相结合的形式，
重点加强对基层农技人员和生产
经营主体的培训；建立会商研判制
度，定期组织栽培、土肥、植保、气
象等方面专家进行会商分析，及时
制订和调整技术指导方案；开展系
列宣传报道，在农业农村局网站、
益农信息社网站开辟小麦“科技壮
苗”专项行动专栏，及时发布相关
政策、技术意见和工作举措，播放
技术指导视频，交流专项行动开展
情况，宣传典型经验做法，开展在
线技术服务等。

针对近几年来苗情最为复杂形势

我市开展冬小麦
“科技壮苗”专项行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张鹏 报道）春节到元宵节期
间，正是“菜篮子”产品消费高峰，
滨城区北镇街道辖区六街农贸批
发市场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多方合力保供给、保安
全、保底线，实现“菜篮子”稳价保
供。“节日期间，市场货物每日供应
量约450吨，相比平日增加了1.5
倍，但销售渠道畅通，货源充足，预
计忙碌情形将持续到元宵节前
后。”六街社区书记刘伟说。

据了解，为让市民每日都能吃
上新鲜的蔬菜与瓜果，许多经营商
户春节期间几乎没休息。商户张
德波说：“春节期间气温低，有些蔬
菜不好保存，有许多老客户都有购

菜需求，特别是餐饮行业，为了不
让客户出现供货不足的情况，我初
二凌晨三点便开始在市场上忙活
了。”

节日期间，六街农贸市场人流
量大，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社区
在每个进出口都安排了工作人员，
提醒市民佩戴口罩、出示健康码并
测量体温。街道、社区、各职能站
所及市场管理委员会等多方合力，
加强联动执法，积极做好市场周边
巡查及值班值守工作，时刻关注菜
价变化及“菜篮子”供给情况。此
外，各种瓜果蔬菜入市前，必须要
持有“两证一票”，还要经过市场农
残检测环节检测，保障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和“菜篮子”供给。

日供货物约450吨

六街农贸市场节日期间
守好群众“菜篮子”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王超凡丢失滨州市公安局滨
城区分局于 2019 年 10 月 4 日签
发的身份证372301200202185715，
声明作废。

滨州市同安运输有限公司鲁
MAK033(黄牌)车辆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371604301816，声明作废。

山东省阳信昌泽物流有限公司鲁
M4E39挂(黄牌)车辆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371622701471，声明作废。

山东省阳信昌泽物流有限公
司 鲁 M46783( 黄 牌 ) 车 辆 道 路

运 输 证 丢 失 ， 证 号 ：
371622701447，声明作废。

滨州市奋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丢失，章号：3723013003636，声明
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拓源棉花加工有限公司财务章
丢失，章号：3723010057221，声明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许安琪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
在滨州市区不慎丢失利津县公安
局 2015 年 4 月 21 日签发的身份证
（370522198907190013),声明作废。

1993年6、7月份的一天，在山东省滨州
市博兴县店子镇耿郭村西窑厂附近有一流
浪妇女，被本村村民郭某某捡拾回家，该妇
女精神异常，不爱讲话，六十多岁，至今在
店子镇耿郭村居住。请知情人及家属与博
兴县公安局店子派出所联系。联系电话:
0543-2168416，公告期限:30日。

博兴县公安局店子派出所
2022年2月15日

寻 亲 公 告 尊敬的电力客户：

为保障广大用电客户的合法权益，国网滨州供电公

司现对属于国网滨州供电公司市域供电范围内，2018年

12月31日及以前销户用户的未退款余额进行全面清

退。请符合条件客户于2022年4月20日前持有效身份

证明、交费凭证、营业执照等证件到当地供电营业厅（供

电所）申请办理退费业务。

如有不明之处，请到各当地营业厅（供电所）进行

咨询。

特此公告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

2022年2月14日

关于销户客户预收电费
清退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