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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业气象气象
■

1至2月份，是江汉平原冬季最冷时段。
其中1月是一年中最冷的月份，主要农业气
象灾害有冬季干旱、大风、低温冻害和雪灾，
小麦处于越冬阶段，缓慢生长或基本停止生
长。2月是由冬最冷向春季逐渐过渡的月
份，温度逐渐回升，雨量有所增多，冷暖变化
大是本月的一大特点，主要农业气象灾害有
冻害、连阴雨、大风，小麦处于返青拔节期。
据预报，今冬最冷时段主要在1月中下旬至2
月上旬。冬季极端最低气温北部可达-9
至-10℃，南部可达-6℃至-7℃，有明显的
阶段性低温雨雪冰冻过程。

今年小麦自2016年 10月下旬播种以
来，因播种期多阴雨天，使部分小麦播期有所
推迟，各地须根据小麦的长势长相，顺应其气
候特点，加强小麦科学田管。

促长控旺，减轻冻害。播种过早、过密、
长势过旺的田块及时喷施矮壮素、多效唑进

行控旺，没有施腊肥的田块，应抓紧施农家
肥，提高抗寒能力，在强降温前还可以在田间
撒铺秸秆渣，防止冻害发生。

三沟配套，力防湿害。开好“三沟”，而且
要经常清理，保证沟渠相通，排水顺畅，并且
要注意雨雪过后要及时清除田内积水，做到
明水能排、暗渍自落、雨过田干，为小麦根系
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环境。

中耕除草，疏松土壤。中耕具有疏松土
壤、增温、保墒、除草、防病治虫、促进小麦根
系生长等多种功效。条播小麦要挖行松土，
降低土壤含水量，协调土壤中水、肥、气、热，
加速养分分解转化，促进苗情转化升级。

值得指出的是，1月大部气温过低，一般
不要进行化学除草，但可人工中耕除草培土
壅蔸。到2月上旬最低气温回升到5℃以上，
才可进行化学除草，可以用春杰加优先、阔世
玛等药剂，但在拔节后也不可化学除草。

早施追肥，壮苗越冬。应结合中耕除
草，采取浇灌腐熟粪30至40担，追施尿素
3至5公斤，作为提苗肥。底肥未施磷钾肥
的应补施。对晚播的小麦田块，通过增施
追肥等措施，促进二、三类苗转化升级。另
外，要根据小麦生长状况，对于未施腊肥长
势差或一些缺肥田，2月要及早并多追施返
青拔节肥。

及早预防病虫危害。2月下旬至3月上
旬，气温回升后，应及时防治条锈病、纹枯病，
可以使用拿敌稳、戊唑醇、禾果利（烯唑醇）等
药剂，兼治蚜虫或红蜘蛛，药剂选用烯啶虫
胺、吡虫啉或啶虫脒、阿维菌素、灭扫利。

顺应冬季气候特点 加强小麦科学田管
□ 荆州农业气象试验站总工程师 周守华

李平是荆州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室
主任，1998年从华中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
后，一直在荆州农科院工作，主要从事西瓜甜
瓜方面的研究工作。

试验田里的故事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李平就住在试验基

地，每天都去试验田里观察、思考，晚上学习
理论知识。两年后他就主持了甜瓜育种课
题，选育的厚皮甜瓜“荆甜优一号”2006年通
过湖北省审定，2008年通过国家审定。他针
对“荆甜优一号”设计的“厚皮甜瓜大棚保护
地早春、延秋一年两茬高效栽培”模式，平均
每亩纯利过万元。2012年选育的新品种“荆
杂20”参加湖北省西瓜区试，各试点汇总结
果表明，“荆杂20”含糖量第一，综合抗性强，
产量高，风味好，毫无悬念地通过了第一轮区

试，第二年区试结果同样名列前茅。2014年
“荆杂20”通过湖北省审定。最新选育的少
籽花皮西瓜新品种“荆杂30”参加两年湖北
省西瓜区试，2014年产量第一，含糖量第一；
2015年产量第二，含糖量仍第一。

怀着一颗执着的心，18年来李平风里来
雨里去，没有节假日的概念，从播下种子开
始，他的心就落在了试验田里，几乎天天蹲
守，仔细观察记录，考种、测糖份，品口感，称
重量，测产量。同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随
时做出应对措施，生怕有一点点闪失，在关键
时期他更是住到了试验基地。

推广路上的故事
李平认为，试验田里培育出了好品种、通

过了审定、拿到了证书，只能算是科研刚开了
个头。每当有新品种审定，或者新的栽培技

术、栽培模式试验成功，他都不遗余力深入生
产第一线指导推广，荆州各县市区他都办有
示范点，走遍全市所有西甜瓜主产乡镇。他
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每年至少有80个工作日
下乡，走遍他的每一个示范田块，瓜田出了问
题，有时接到电话就立刻赶去，农民来电总是
耐心解答，主动跟踪服务。

石首市天字号瓜蔬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
是李平指导的示范点之一，合作社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他记忆犹新。经过6年
来的发展探索，合作社形成了稳定的大棚“瓜
瓜菜”模式，即一季莴笋两季西瓜（或甜瓜），
莴笋在春节前后上市，首批西瓜甜瓜在5月
中旬上市。千平方亩制年产值都能稳定在
2.5至3万元，是传统种植的近10倍。

多年来的坚守，李平得到了很多荣誉和
肯定。他年年被评为农科院的先进工作者，

多次被评为市农业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先进
工作者。2007年获“荆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
才”称号，2008年获“荆州市青年岗位能手”，
2009年获“荆州市十大优秀青年”，2012年获
得“湖北青年五四奖章”，2015年成为“荆州
市特等劳模”，2016年作为荆州唯一代表，到
北京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

荆州，沃野千里、美丽富饶，素有“鱼米之乡”、“天下粮仓”的美誉，是湖北省优势农业资源核心区，国家重
要的农产品综合生产基地。

长期以来，荆州市直农业系统广大党员、干部以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市为目标，以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为核心，深入推进农业强市建设，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打造了一支农业铁军，从今天起，我们推出“最美
农业人”栏目，讲述他们真情服务“三农”的故事。

奔走在西甜瓜科研路上
——记荆州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室主任李平

□ 记者 周军 通讯员 张天宏

江汉平原农业科技创新
中心规划设计正式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范进民）近日，江汉平原现代农业
科技创新中心总体规划设计询价暨签约仪式在荆州举
行。市农业局副局长李雄文、荆州市农业科学院院长
陈洪洲参加活动。

据了解，江汉平原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参加单
位包括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农业
部规划设计研究院湖北工作站）、武汉远景规划设计有
限公司、武汉兆联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根据三家单
位报价对比，确定由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技术研究
所对总体规划进行设计。

省农科院经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潘峰代表专家团
队在会上对规划的前期工作及具体细节进行了介绍。
李雄文、陈洪洲及工作人员对规划设计的各个方面进
行了充分协商交流，在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双方完成了
签约，“江汉平原农创中心”的规划设计工作正式拉开
帷幕。

江陵县农业局

突出行业特点促扶贫
本报讯（通讯员闵百灵）进入江陵县沙岗镇东津

村，一盏盏漂亮的路灯与整齐的绿化树木映入眼帘，成
为入村道路上的一条美丽风景。这是江陵县农业局突
出行业特点开展定点帮扶的成果。

东津村是江陵县农业局定点帮扶村，局党组在帮
扶村组开展产业脱贫的同时，摸底所辖行业部门项目，
率先将农村能源行业的太阳能路灯工程进行调整，开
展生态能源示范村项目建设，促进村组的基础设施完
善。通过项目实施共为扶贫村安装太阳能路灯80盏，
覆盖了村组公路的70%。

该局还将继续集中财力为扶贫村办实事，统筹行
业项目资金的使用，形成“科室各出一盘菜，全局共办
一桌席”的工作格局。如今，东津村扶贫道路上的灯已
经亮了，扶贫攻坚的思路已经清晰，贫困摘帽的时间指
日可待。

松滋市农业部门

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本报讯（通讯员王雷）近日，松滋市农业局积极配

合小南海生态涵养区建设，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
理，实施“一控两减三基本”行动，推广绿色生态循环生
产模式。

加强宣传，提升农业环境保护意识。开展农业环境
保护宣传，以及农技推广示范样板年活动，新办市级农业
技术推广示范样板8个，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示范样板30
个，农业特色高效种养模式与技术推广示范点6个，以点
带面，推进农业新技术广覆盖；培训新型职业农民600
人，农业科技示范户1300户，新建试验示范基地3个。

集成技术，提升农业节本增效能力。综合应用病
虫害绿色防控、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三沼”综合利
用、稻田综合种养等实用技术，水稻绿色防控示范面积
达到2万亩，辐射面积20万亩；新增太阳能杀虫灯500
盏，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170万亩次；培育“三沼”综
合利用生态模式4处，清洁能源利用率提升2%；推广
稻田综合种养优化模式6万亩以上。

土地流转，提升规模经营减量水平。引导农户开
展土地流转，通过规模经营降低化肥、农药用量，力争
实现农药减量120吨，农药利用率提升1.5%，化肥减
量3000吨。

严厉查处，提升农业环境执法力度。建立剧毒高
毒农药定点经营和实名购买制度，严查经营违法行为；
坚决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及时移送涉
嫌犯罪的农业违法案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近日，市卫计委慰问组来到公安县甘家厂乡炊皮山村6组，看望慰问因车祸致贫的陈果一家人。炊皮山村是市卫计委精准扶贫点，该村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13户、386人，近年来通过产业扶贫、扩大优势产业、壮大集体经济、整治村庄环境等举措，已帮助83户、334人实现了脱贫，
剩下的14户、52人将在今年采取多种措施实现全部脱贫。 （周军 摄）

市农业局绩考专班到农技中心

开展绩效考核
本报讯（通讯员张凌）9日，市农业局党组

成员、市委农办副主任李忠荣，局党组成员朱
国清率绩效考核专班，对市农技推广中心
2016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履职尽责、业
务工作目标责任等进行综合考评。中心在家
班子成员，办公室、人事科、财务科负责人参
加考评会议。

考评组采取听、问、看、查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听取汇报，受中心主任李大勇委托，中心总
支委员、纪检委员张治平从党建、纪检、综治、文
明创建、财务管理、招商引资、信息报送等综合
管理工作及科技抗灾、试验示范、耕地质量、病
虫测报、绿色防控、农机农艺、农业生态、农业标
准化、农民体协等业务工作做了综合汇报；总支
委员、副主任付明汇报了财务工作，总支委员、
副主任高红兵就业务亮点作补充汇报；提问题，
考评专班根据年初制定的目标责任书逐一询问
完成情况；看现场，现场察看环境卫生、消防器
材、安保设施等；查资料，考评专班对照工作完
成情况查看资料记载、佐证材料等。

据了解，为做好本次迎检工作，中心总支
高度重视，并提出明确要求，顺利完成了本次
绩考工作。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

定于 2017 年 1 月 19
日上午10时整在监利县江城南苑小区北门西
侧物业办公室四楼公开拍卖监利县江城南苑小
区的一批临街商铺。

标的物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在标的物
所在地进行展示。请有意竞买者自行查验标
的，于拍卖会前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或标的物
所在地办理竞买咨询、报名登记手续，并交纳竞
买保证金5万元间（保证金须在拍卖会前到达
我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本《拍卖公告》仅为要约邀请，最终以《拍品

资料》内容为准。
咨询电话：13554619825 张经理
咨询地址：荆州市沙市区塔桥北路义乌小

商品城一期6栋14楼
湖北点石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1日

减资公告
荆州福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社

会信用代码：91421081MA487W7NXN）经股
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2000万
元减至1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荆州福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0日

补充公告
我公司于2017年1月7日在《荆州日报》07

版上刊登了拍卖公告，现将公告中“一、标的物
简介：闲置报废资产一批”更改为“一、标的物简
介：荆州市玉和坪油脂储备库所属的报废资产
一批”，其余条件不变。

湖北同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月10日

遗失声明
▲柴涛不慎遗失一家二口户口簿一本，住

址在沙市区沙市农场场部，辖区为窑湾派出所，
声明作废。

▲荆州市北辰天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税控盘，盘号：889904961129，声明作废。

▲杨和平不慎遗失湖北佳鹰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证，股权证号：001709,94股（数量）：2000
股，声明作废。

▲谢如红不慎遗失登记座落为监利县容
城镇玉皇台的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为监国
用（2005）字第010703209号,权利人特此声
明。权利人承诺：因该证书遗失所产生的民

事纠纷和法律责任，概由权利人自行承担。
▲沈正国不慎遗失登记座落为沙市区逢春

坊25号付1号的国有公房凭证，建筑面积为6
平方米，特此声明。

▲武汉证券公司沙市营业部不慎遗失其登
记坐落为荆州市江津东路玉桥B12栋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土地证号：荆州国用（2005）第
106200083号，特此声明。权利人承诺：因该证
书遗失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和法律责任，概由权
利人自行承担。

▲武汉证券公司沙市营业部不慎遗失其登
记坐落为荆州市江津东路玉桥B12栋的房屋所
有权证，产权证号为 0200061，建筑面积为
154.60平方米，特此声明。

G 分类广告

推进农业产业化
石首市新厂镇组织干部考察学习

本报讯（通讯员伍本松 张琴）为进一
步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特色农业发
展，近日，石首新厂镇组织镇村干部和种植
大户30余人，到公安县进行考察学习。

考察组先后前往公安县杨家厂镇绿丰农
业科技园、埠河镇维康蔬菜专业合作社实地学
习。在绿丰农业科技园，考察组学习了梨树

“双臂顺行式”棚架栽培模式。据了解，这种栽
培模式不仅具有防风、便于标准化、机械化栽
培的特点，而且技术简单，整形修剪省工30%
以上，管理、采摘方便，被形象地称之为“傻瓜
式”技术。在埠河镇维康蔬菜专业合作社，考
察组了解了“土地入股、统一管理、生态种养、
农民分红”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该模式
实现“生猪—沼气—绿色蔬菜”全程循环生态
种植模式，有效提高了农民收入。

监利县福田寺镇

整治公路环境
本报讯（特约记者胡新金 通讯员李红平 刘松）针对监

利县福田寺镇辖区内黄观公路沿线占道经营、乱堆乱放、违
章搭建等“顽症”，近日，该镇进行全方位综合治理，取得了
明显成效。

该镇制定实施方案、包路段考核细则，进一步细化任务
目标，强化工作措施，对辖区内黄观公路沿线环境治理工作
实行“镇领导为包路段领导，镇各包村干部和沿线全体村干
部为成员”，负责责任路段范围内道路和配套设施的维护，
做到绿化整齐美观；环境整洁，环卫设施齐备；门店招牌和
户外广告管理严格；路灯设施完好。

工作中，包路段镇领导亲自挂帅，亲自组织，检查包路段
内环境整治工作，明确一名村主要干部具体负责，与责任路
段内的单位、经营业主、居民签定《环境长效保洁责任书》，开
展经常性的环境卫生宣传教育，提高居民文明卫生意识。各
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巡查，主动做好服务和保障工作，对
包路段责任人反映的占道经营、乱堆乱放、违章搭建等，依法
开展专项整治，涉及多个执法部门的重点领域，采取综合执
法。规范了路段内车辆乱停乱靠、乱堆垃圾等行为，彻底改
变了公路通而不畅等现象。目前，基本实现了净化、硬化、绿
化，使黄观公路路容路貌和谐统一，整齐美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