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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通讯员 高
琳 李霞 报道）4月27日，惠民县孙
武街道召开小麦条锈病防控暨“一喷
三防”部署会议。

该街道种植冬小麦5.73万亩，
当前陆续进入抽穗扬花关键期。为
确保夏粮丰收，街道农技站积极发

动合作社和种粮大户提早行动，并
加强技术指导，不间断、不松劲地开
展小麦条锈病拉网式普查，坚决做
到“发现一点，防治一片”，不发生病
情扩散蔓延；全力推广防病、防虫、
防干热风“一喷三防”技术，确保做
到应防尽防，不留死角。

孙武街道对小麦条锈病
进行拉网式普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通讯员 巴秀成 报道）4月27
日，沾化区滨海镇河北村发现小麦
条锈病发病中心，市农技中心立即
会同该区农技人员赶赴现场指导
开展监测和科学防控工作，确保

“发现一点，防治一片”，及时有效
控制病情。

市有关农技专家指出，小麦条
锈病俗称“黄疸病”，是全国大区域
流行性重大病害，具有突发性强、
扩散速度快等特点，一旦暴发流
行，将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
今年小麦条锈病发病早且外来菌
源量大，当前小麦条锈病存在流行
蔓延的潜在危险，对小麦生产安全
构成严重威胁，必须保持高度警
惕。

为做好今年小麦条锈病监测
防控工作，市农业农村部门强化责
任落实，早谋划早行动早落实，自2
月 10日起，全市各级农业技术部
门部署开展了田间调查和监测工

作，并充分发动合作社、家庭农场、
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田
间调查，扩大了普查面积；2月 18
日组织召开了全市病虫害发生趋
势会商会议，综合分析研判小麦条
锈病的发生趋势；2月28日，市农
作物病虫害防控指挥部下发了《滨
州市2022年小麦条锈病应急防控
预案》；4月13日发布了农作物病
虫情报《小麦条锈病发生警报》；4
月19日，市农技中心成立了小麦条
锈病监测防控工作专家小组，指导
全市小麦条锈病监测防控工作；4
月22日，市委农办下发了《关于做
好小麦条锈病防控和“一喷三防”
统防统治全覆盖工作的通知》。截
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小麦条锈病
监测调查面积65.1万亩次，通过媒
体宣传推广小麦条锈病监测防控
技术20期次以上，进村入户发放
明白纸5万余份，开展田间技术培
训30多次。

面对当前小麦条锈病发生态

势，我市将按照“县不漏乡、乡不漏
村、村不漏户、户不漏田块”的要
求，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加密调查
频次，加大普查力度，准确掌握发
生动态，及时封锁控制发病中心，
迅速掀起群查群防高潮；严格落实
应急防控措施，确保资金、物资、队

伍迅速到位，加快推进小麦“一喷
三防”大规模统防统治，争取在10
日内防治一遍；各级督导调研和技
术指导力量即刻进入一线开展帮
包指导服务，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
实到位，监测防控工作开展有序有
力、及时高效。

我市部署推进防控小麦条锈病
当前存在流行蔓延潜在危险，一旦暴发流行将造成重大损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通讯员 孟令旭 报道）沾化区
黄升镇抢抓农时，统筹抓好疫情防
控和推进实施沾化冬枣产业“双增
双提”工程，以增加“沾冬2号”种植
面积、增加设施栽培面积为重点，以
提高枣农收入、提高产业效益为目
标，今年将完成1550亩“沾冬2号”
改良和2350亩设施栽培推广。

进入4月以来，在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和“土专家”的引领示范下，
该镇枣农有的忙着打窝、插杆、备
料等各项冬枣大棚建设工序，有的
忙着为冬枣树整枝、嫁接，到处一
派忙碌景象。在杨家村杨金国家
的冬枣大棚建设现场，村党支部书
记、沾化区启航延迟冬枣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李风昌用杨金国去年3.5
亩冬枣大棚收入6万元和村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建设210亩冬枣大棚

比大田冬枣增收200多万元的事
实，动员社员积极建设冬枣大棚、
实施“沾冬2号”改良，实现全村再
建冬枣大棚 300 亩、完成“沾冬 2
号”改良150亩。在大新村“土专
家”纪秀梅的“沾冬2号”枣园里，
附近枣农接连不断前来取经，纪秀
梅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传授经验。
去年，她家“沾冬2号”冬枣以平均
每斤50元的价格全部卖出，受到
了村里人的追捧。

黄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春
晓介绍，自去年沾化区加快推动沾
化冬枣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实施

“双增双提”工程以来，全镇突出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作用，目前
冬枣专业合作社达到42个，建立
了集体与群众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建立了

“土专家”库，收纳有技术、懂管理、

通过种植“冬枣2号”致富的枣农百
余人。他们现身说法，既种好自己
的枣园又积极传授经验，提高了枣
农对“双增双提”工程的认识和参
与度。

2022 年，黄升镇以沾化冬枣
“双增双提”工程为抓手，作出了
“一轴两廊三片区”建设规划，将以
海天大道为轴线，打造冯黄路、泊
黄路两条采摘长廊，发展孙家村出
口基地、杨家村家庭农场、大姜村
精品枣园3个种植片区，推动冬枣
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
向发展。为增强辖区枣农建设信
心，该镇落实“班子成员包片、乡镇
干部包村、村干部包重点户”攻坚
工作机制；成立了以冬枣办、管区
和相关业务口工作人员组成的服
务专班，围绕政策宣传、技术培训、
金融贷款、施工保障等方面全程提

供服务。在大棚贷款贴息的基础
上，该镇对成方连片达到300亩以
上的每亩补贴1.1万元，其他每亩
补贴1万元。

截至目前，黄升镇已完成冬枣
大棚建设980余亩、“沾冬2号”改
良1510亩，发放“大棚贷”1000余
万元。下一步，该镇将进一步发挥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用，广泛吸纳
优秀人才，大力推行统一管理技
术、统一施肥、统一浇水、统一病虫
害防治、统一品牌销售的“五统一”
管理模式，加强冬枣管理技术培
训，确保高质量完成1550亩“沾冬
2 号”改良和 2350 亩冬枣大棚建
设，切实提升大棚冬枣品质效益。
同时，立足冬枣资源优势，通过电
商带动、农超对接、基地出口等方
式，进一步打通“产—培—销”链
条，切实解决枣农后顾之忧。

黄升镇加快推进冬枣产业“双增双提”工程

今年打造2条“沾冬2号”采摘长廊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通讯员 伏卉 冯涛 报道）邹平
市全力抓好各项农业生产，突出小
麦田间管理，当前小麦生长已进入
拔节抽穗期，夏粮丰收在望；棉花、
蔬菜等春播完成1万余亩。

春节过后，邹平市大力开展
“科技壮苗”行动，组织“红色保姆”
冬小麦管理专家服务队，先后出动
农业技术人员400人次，深入田间
地头指导农户因地因苗因时开展
田间管理。培训种植大户等各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280人次，发
放技术资料1万余份，有效促进了
苗情转化。为确保小麦病虫害不
发生蔓延扩散，及时发布《邹平小
麦返青期病虫害预报》等农作物病
虫害综合预报6期、旬报2次；以小
麦条锈病防控为重点，成立了6个
督导小组开展监测调查10万余亩
次，制订了防控预案，分发宣传画
3000 余份，启动首见报告奖励
500元物资制度，落实防控药剂20
余吨、机械260余台（部）。截至4
月27日，该市84.3万亩冬小麦已
完成浇水83.5万亩、施肥84.1万
亩、病虫害防治82.6万亩、草害防
治80.3万亩，一类苗面积达到36
万亩，较越冬前提升了10.69个百
分点。

该市农业农村部门采取措施
切实保障春季农业生产顺利开
展。截至目前，已协调农资储备站
点筹备种子160万公斤、化肥2.7
万吨、农药135吨、地膜25吨，各
种农资供应充足；出动执法人员
170余人次检查农资生产经营企
业和门店75个，切实维护市场秩
序和农民利益。在做好农机服务
方面，落实农机购置补贴539万
元，补贴机具 542 台，受益农户
473户；大力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和农机领域“两路两车”专
项行动，实地检查15次，排查镇街
农机站、村、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
52家，发放宣传材料500余份；培
训农机手和修理工560余人次，指
导农机合作社、农机维修网点等做
好机具检修调试3500余台套。

同时，该市积极推动农业绿色
发展，确定并公布了全市2022年
棉花、玉米、地瓜、山药、苹果测土
配方施肥作物肥料配方，推进配方
肥进村入户到田，加快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成果转化；引导农户和各类
生产经营主体以种植棉花、蔬菜等
农田地膜为重点开展春季农膜净
田行动，累计出动人员6008人次，
捡拾农膜2.6吨。

邹平小麦拔节抽穗丰收在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
康 通讯员 阮琛琛 报道）为进一步
规范用海行为，提高用海单位依法
用海意识，近日，市海洋与渔业监
督监察支队联合市生态环境局组
织开展执法监督约谈会议，约谈部
分用海企业。

会议对前期用海企业出现的
不规范用海行为进行了批评，并对
下一步整改工作提出要求。要求
各相关用海单位在思想上高度重

视，严格落实法律法规要求，确保
管理严格、执行到位；认真学习涉
海法律法规和海洋环境保护有关
政策，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详细制
订整改方案，细化整改措施，争做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标杆
企业。

下一步执法中，执法部门将对
被约谈企业进行重点帮扶，确保整
改工作落实到位；深入落实“谁执
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将执法与
普法有机结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处理好执法与服务的关系，打
造服务型执法模式，帮助涉海企业
解决实际困难，助力全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

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
组织开展执法监督约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通讯员 高琪 郝延杰 刘凯
凯 报道）4月26日，无棣县西小
王镇景国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棉
田里，在一道道遮阳网的罩盖下，

“憨肥”的赤松茸露出喜人的模
样。这标志着由市农科院经过三
年研究试验的菌棉轮作技术取得
成功。当日，全市菌棉轮作现场
观摩暨培训交流会议在这里召
开，与会的全市部分植棉大户、食
用菌生产大户对此项技术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作为菌棉轮作试验示范基
地，景国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陈景国高兴地介绍：“试验田
去年11月份收完棉花后，把棉花
秸秆粉碎还田，把6趟棉秆集中
到1趟沟里，然后播上菌种，投入
成本少，管理过程简单，今年4月
份开始出菇，到再种棉花前采摘
完成。”他说：“合作社目前棉花种
植面积2000亩，棉花单季生产费
用高、用工大、收益低，而且每年
从11月到来年4月土地一直闲置
着，实施菌棉轮作后，每亩可收获
赤松茸300斤以上，自己对发展
这种模式充满信心。”

市农科院食用菌科技推广中
心食用菌专家苏志坚介绍，因具
备纯秸秆栽培、露天生长等特点，
市农科院将菌棉轮作菌种定为赤
松茸。赤松茸肉质细嫩，清香可
口，营养丰富，近年来备受消费者
青睐，每斤市场价20元左右。赤
松茸菌丝体适宜在气温5至25度
间生长，20至28度间正常出菇，
可秋天栽培，秋春两季收获，正好
可以充分利用棉花生产的闲置
期。根据我市实际，可在棉花收
获后的11月份播种赤松茸，上冻
前菌丝体可发育完全，经过一个
冬季的休眠，次年三四月份气温
适宜便可出菇高产，可采摘2—3
茬，一斤棉秆可转化半斤赤松茸。

会议就菌棉轮作全程机械化
技术进行了讲解。经过研发试
验，该技术已可实现棉秆收获、粉
碎、开沟、播种、覆膜等关键环节

机械化，半自动式采摘台和智能
采摘技术研究已提上日程。

市农科院党支部书记刘树泽
表示，菌棉轮作技术的试验成功，
可充分利用棉花生产的季节和人
工闲置期，就地利用棉秆原料，提
高土地利用率，增加棉农收入，助
推绿色发展，是我市贯彻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要
求，优化产业结构，打造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滨州模式”的重大实
践。为加快该技术的研究应用，
市农科院成立了菌棉轮作农机农
艺融合创新团队，下一步将对全
程机械化关键技术进行深入研究
和攻关，不断加深农机农艺融合，
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
地制宜加快该技术推广应用。

收了棉花种赤松茸 一块地可得两份收入
滨州菌棉轮作技术研究试验取得成功，已可实现棉秆收获、粉碎、开沟、播种、覆膜等关键环节机械化

棉田里长出鲜肥的赤松茸。

开展菌棉轮作技术培训交流。

菌棉轮作试验田负责人介绍种植经验。

与会人员观摩菌棉轮作技术示范。

市农科院成立菌棉轮作农机农艺融合创新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