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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杨
鸿）9月7日至8日，首届黄淮麦区优
质强筋小麦品种质量鉴评会 (以下
简称“鉴评会” )在济南举办。由
10家面粉和面制品龙头企业、5个
小麦质量权威检测机构、小麦育
种科研单位及农业主管部门共2 1

名专家组成质量鉴评委员会，对
2 7个优质强筋小麦的食品质量进
行层层鉴评。最终，新麦2 6、济
麦44、师栾02-1和济麦229被鉴评

为超强筋小麦品种 (湿面筋含量≥
30%，稳定时间≥20分钟，拉伸能
量≥160平方厘米)。

经专家鉴评，适合做面包的
小麦品种有：新麦26、济麦229、
师栾0 2- 1、泰科麦3 3、周麦3 2、
科农2009、西农529、郑麦7698、
中麦578、山农25、藁优2018、济
麦 4 4、郑麦 3 6 6、郑麦 1 1 9、西农
5 1 1、郑麦 1 5 8、石优 4 3 6 6、周麦
36、晋麦95、济南17和藁优5766。

其中：新麦26、济麦229和师栾02
-1，与加西硬红春2号面包品质相
当。

适合蒸馒头的小麦品种有：藁
优2018、徐麦36、郑麦7698、涡麦9

号、晋麦95、郑麦366、安科157、
石优4366、西农511和济麦229。

适合做面条的小麦品种有：藁
优2018、晋麦95、中麦578、郑麦
3 6 6、郑麦 1 1 9、郑麦 7 6 9 8、石优
4366、郑麦158、科农2009、安科

157、周麦32、师栾02-1、山农111、
泰科麦33、周麦36、济麦229、济麦
4 4、山农 2 5、藁优 5 7 6 6、瑞华麦
518、西农529、涡麦9号、济南17、
徐麦36、西农511、新麦26和淮麦
40。

本次活动由国家小麦良种重大
科研联合攻关、国家现代小麦产业
技术体系主办，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作物研究所、山东鲁研农业良种有
限公司、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

学研究院粮食品质营养研究所联合
承办。中国工程院院士程顺和、赵
振东，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
长孙好勤、处长马志强，山东省农
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杨武
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张立
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副所长刘录祥，国家小麦良种联
合攻关首席专家许为钢，国家小麦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肖世和等
100余人出席了会议。

做面包还是蒸馒头、做面条，行业专家汇聚一堂层层鉴定

看27个优质强筋小麦都适合做啥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石鹏
志)9月3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按
照《山东省水产原良种场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经组织验收和审查，山东
日前批准潍坊邦普凡纳滨对虾省级良
种场等8家场为省级水产原良种场，
颁发有效期3年的《验收合格证》。

据了解，水产原种场承担的主要
任务是收集、整理、保存原种种质资
源，并按照原种标准和生产技术操作
规程，运用完整的工程、技术措施和
严格的管理措施，培育原种亲本，为
良种场、苗种场提供繁育用亲本。

水产良种场的主要任务则是培
育、保存水产良种，并按照良种标准和
生产技术操作规程，运用完整的工程、
技术措施和严格的管理措施，保证良
种质量，为苗种场提供良种亲本。

8家省级水产原良种场名单如下：
1、潍坊邦普凡纳滨对虾省级良

种场；2、烟台海之春海湾扇贝省级
良种场；3、莱州单环刺螠省级原种
场；4、威海慧源绿鳍马面鲀省级原
种场；5、烟台绿鳍马面鲀省级原种
场；6、烟台海带省级良种场；7、威
海文登红鳍东方鲀省级原种场；8、
淄博金鱼省级良种场。

山东新认定8家

省级水产原良种场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石鹏
志)近日，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信
息，根据农业农村部《无公害农产品
认定暂行办法》，经过山东省无公害
农产品认定评审委员会终审，认定平
阴县龙佳顺农业专业合作社等257家
企业的481个农产品为山东省2019年
第一批获证无公害农产品。

具体名单可登陆山东农业信息网
（http://nync.shandong.gov.cn/）查询。

481个农产品

被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
与资源保护总站牵头制定的《受污
染耕地治理与修复导则 ( N Y / T
3499-2019)》已由农业农村部正式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公告2019年第196号)。

《导则》规定了受污染耕地治

理与修复的基本原则、目标、范
围、流程、总体技术性要求及受污
染耕地治理与修复实施方案的编制
提纲与要点，适用于对种植食用类
农产品的受污染耕地开展治理与修
复，且治理与修复前后均种植食用
类农产品。

对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通过
源头控制、农艺调控、土壤改良、
植物修复等措施，减少耕地土壤中
污染物的输入、总量或降低其活
性，从而降低农产品污染物超标风
险，改善受污染耕地土壤环境质
量。《导则》对于贯彻落实《土壤

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科学规范指导我国耕地
污染治理修复工作有重要意义。

《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导则
(NY/T3499-2019)》将于2019年11月
1日正式实施。 (农业农村部农业
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近日，农业农村部针对生物农
药生产企业政策倾斜和税收优惠、
支持生物农药发展和推广应用等有
关问题，进行了详细回答。

一、关于对生物农药生产企业

政策倾斜和税收优惠

生物农药主要包括生物化学农
药、微生物农药和植物源农药，农
用抗生素不包括在内。为支持农药
生产企业研发生物农药，农业农村
部和财政部主要采取两方面支持措
施：

加快生物农药登记步伐。在保
障安全、有效的前提下，根据不同
种类生物农药的特性，减少试验内
容、缩短试验周期，加快生物农药
登记步伐，鼓励农药企业研发、登
记高效低毒生物农药。微生物农
药、植物源农药制剂和性诱剂(一
种生物化学农药 )免农药残留试
验，性引诱剂可免环境试验，生物
化学农药、微生物农药、植物源农

药制剂分别比化学农药减少环境试
验资料8项、7项和4项。生物农药
药效试验可在1年内完成，比化学
农药缩短1年。

减免增值税。我国一直对农药
批发和零售环节免征增值税。近一
年来，我国持续下调增值税税率，
农药税率已由13%下调至9%，降幅
达30%。此外，为了鼓励企业技术
创新，企业所得税政策规定，企业
研发费用在税前据实扣除基础上，
允许再加计扣除75%。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将
会同有关部门逐步建立生物农药登
记绿色通道，加快生物农药登记和
产业化进程，并做好相关财税政策
落实工作。

二、关于支持生物农药发展和

推广应用

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包括生物
农药在内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
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和推广应用。

支持技术产品研发。结合实施
“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
术研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后
设立天敌昆虫防控技术及产品研
发、天然生物农药的合成生物学与
组合合成技术等项目，支持相关科
研单位开展绿色防控产品研发、技
术集成、试验示范工作。

推进产品产业化。组建企业
牵头、科研单位参加的天敌昆
虫、生物农药等科企合作创新联
盟，发挥科研单位技术研发优
势、企业生产产品优势，加速科
研成果转化，加快产品产业化生
产进程。

大力开展示范推广。按照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的
思路，在全国建立600个专业化统
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区、
150个果菜茶病虫全程绿色防控试
点县、设立6个万亩连片和25个百
亩以上蜜蜂授粉与绿色防控技术
集成应用示范区，有力促进了绿

色防控技术和产品推广应用，
2018年全国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
覆盖率达到29 . 4%，比2014年提高
了9 . 4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明确表示，下一
步，将按照《国家质量兴农战略
规划 (2018-2022年 )》的要求，利
用3年时间在全国创建300个绿色
防控示范县，加快推进生物农药
等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研发应
用。

三、关于对使用生物农药的补

贴政策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积极争取
政策和资金支持，加快生物农药等
绿色防控措施的推广应用。每年安
排 8亿元农作物病虫防控专项资
金，重点支持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
融合推进。在低毒生物农药推广方
面，每年从部门预算中安排1000万
元用于示范推广。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建立登记绿色通道 出台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将加快生物农药产业化进程

《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导则》将于11月1日实施

在农业生产中，病虫害的发生，
水肥的管理是重要的工作。为了提
高防治效果，减轻工作强度，不少农
民通常将多种产品混配使用。虽然
这样看似可以提高效率，但是混配
不当引起的药害问题也很严重。

药害的分类和症状：

植物的药害按照症状分为急性
药害和慢性药害。

急性药害多数在短时间内出现
症状，表现为黄化，失绿，卷叶，
落叶，枯萎等症状。

慢性药害一般经过较长时间，
才表现药害症状，如影响花芽分
化，叶片，果实等器官畸形，植株
矮小，籽粒不饱满等。

还有一些药害是使用后对下茬
作物产生的药害，如：苯磺隆在小

麦上使用后，对下茬作物花生、辣
椒、西瓜等造成药害。

常见混配不当引起的药害：
1、混配顺序不当。很多农户

在简单了解到可以混配后，就盲目
把所有产品混到一起，导致混配不
均匀，甚至发生反应，产生药害。
农药的剂型不同，溶解性也不同，
混配的顺序也是不同的，一般是按
照下面这种顺序：

第一、可湿性粉剂。取可湿性
粉剂1份，加水200份，盛于玻璃杯
内，摇匀后静止一定时间，观察悬
浮情况。如果药剂沉淀缓慢，说明
悬浮性良好。如遇质量不好情况，
在使用前应加入有机硅助剂或中性
洗衣粉，以增加湿润展着性。如果
可湿性粉剂吸潮结硬块，就不宜用
作喷雾。第二、悬浮剂。第三、水

剂。第四、乳油。
乳剂农药在保管过程中，如果

保管不善，可能会出现以下3种情
况：①结块现象。如乳油已呈不流
动黏稠状液体或已结成肥皂状固
体，则证明溶剂已大部分挥发，质量
已有变化，不能使用。②沉淀结晶现
象。长期保管的乳剂，瓶底部会有白
色结晶析出或有浑浊物出现。若将
其乳油连瓶浸在30℃-40℃的温水
中，其结晶在30分钟左右能溶化，恢
复成透明液体，说明质量尚好，可以
使用。如不能溶化，表明乳油质量已
有变化，不能使用。③乳油乳化性能
的变化。取乳油1份，加水200份，放在
玻璃杯内，摇匀后静止半小时左右，
观察乳化情况，如果上层无浮油，下
层无沉淀，中间无明显油珠，说明乳
化性能好 ;如果上有乳油，下有沉

淀，10分钟后有分层现象，表明乳
剂被破坏不能使用。

对于叶面肥和农药的混配，需
要按先加入叶面肥，然后再加入农
药的顺序混配。

2、不注意二次稀释。很多农户
为了省事，会选择把药直接一次性倒
入喷雾器等设备，不注意二次稀释，
导致药液不均匀，产生药害。不论是
叶面肥还是农药，溶解度都是不同
的，最合理的方法是，先在喷雾设备
加入大半水，然后稀释农药，加入喷
雾器，同时注意搅拌，依次类推。

3、多种产品混配。很多农户
为了减少工作量，叶面肥，多种杀
菌剂，杀虫剂同时混用。一般情况
下，对于可以混配的产品，不同剂
型的产品最多三种混配。如果混配
的产品过多，容易发生复杂反应，

发生药害。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两种农药

的混合使用不能等同于复配好的农
药；本身已经是复配的产品，不建
议和其他药剂混合使用。

操作失误出现药害的补救措施：

1、出现药害时间短，及时发现
后，需要及时对叶面大量喷施清水，
冲洗掉残留的药液，减轻危害。

2、对于叶面产生的药害，或
者药害引起的黄化等问题，可以增
施肥料，来促进作物的根系发育，
增强作物恢复能力。例如：小麦出
现氯磺隆药害后，通过追施尿素+

磷酸二氢钾，促使植株生长。
3、对于受害后的作物。需要中

耕松土，增强作物自身恢复能力；需
要修剪枯枝，减少病菌侵染。

对于农药的混配使用，一定要
注意。在不能确定是否可以混配的
情况下，尽量不要混配，或者先少量实
验，如果发生反应或者出现分层等现
象，就不能进行混配。（王帅毅）

农药混配不是和稀泥，了解这些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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