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一链串三产” 做强“皖麦”好品牌
———专访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小麦专家李金才

■ 本报记者 冯长福

小麦是我省第一大粮食作物，面
积与总产均居全国第三位，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
来， 我省小麦产量和品质大幅提升，
但小麦产业与先进省份相比，仍有一
些短板与弱项。如何进一步加快我省
小麦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记者就
此采访了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
李金才教授。

记者： 我省小麦种植有何优势？
小麦生产有哪些突出亮点？

李金才：我省黄淮麦区和长江中
下游麦区，光温资源丰富，非常适合
小麦生产。 小麦种植模式主要有：淮
北平原旱茬麦、江淮丘陵与沿江圩区
稻茬麦。 小麦品种与品质类型丰富，
半冬性品种与春性品种，强筋、中强
筋、中筋、弱筋小麦均有种植。小麦是
我省第一大粮食作物，常年种植面积
4250 万亩以上。 “十三五”安徽小麦
面积、单产、总产较“十二五”分别增
加 13.89%、5.38%和 20.02%，总产和
面积增幅居全国首位。

近年来，我省率先在全国开展了

小麦高产攻关、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等
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建立了全
省小麦科技创新联盟，选育出一大批
高产优质多抗小麦新品种，基本实现
了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 各
级政府高度重视优质专用小麦生产
基地建设，科学合理布局、优化要素配
套，取得了明显成效。 2021年底，农业
农村部公布了 31 个全国农业全产业
链重点链，安徽小麦全产业链入围。

记者：与先进省份相比，我省小
麦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李金才：与河南省、山东省小麦
产业相比，安徽省小麦产业大而不强，
主要弱在加工环节，特别是产业链条
短，高附加值产品少。 加工企业多以
初级加工产品为主，主食标准化、规模
化生产比例偏低，高附加值产品少。

小麦品种多、杂、乱，栽培管理较
为粗放。 近年来，随着农作物品种审
定制度改革推进，品种审定数量快速
增长，造成市场上小麦品种出现“井
喷”现象，但各品种特性与适宜种植
地区又不尽相同，导致用户选种用种
变得更加困难。我省部分地区小麦生
产出现盲目跟风， 与市场对接不紧
密，丰产不丰收的现象时有发生。

小麦加工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
全程社会化服务存在短板。我省小麦
加工龙头企业存在规模小、数量少的

问题。 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
利益联结不够紧密，普遍停留在产品
买卖关系上， 双方权利和义务不明
确，尚未形成长期稳定的利益共享和
风险共担的关系。

再就是，我省小麦全产业链发展
水平较低。 2020 年发布的我国小麦
粉加工企业 50 强排名榜中， 我省排
名最高的安徽正宇面粉有限公司仅
列第 23 位，且品牌知名度、影响力与
靠前的五得利、金沙河等品牌还存在
很大差距，品牌建设滞后于第一产业
发展， 叫得响的小麦品牌寥寥无几，
与我省小麦生产在全国占有的地位
严重不符。

记者：我省小麦产业竞争力提升
的空间或潜力在哪里？如何加快小麦
产业高质量发展？

李金才： 推进安徽小麦全产业
链发展， 需抓好小麦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破解小麦“品种、品质、品
牌” 不能满足加工业和消费者需求
所带来的农民种粮效益差、 小麦市
场竞争力弱等问题， 必须尝试由一
二三产业正向推动向三二一产业反
向融合转变。

根据我省各地区气候、 土壤特
点，加强优质专用小麦良种繁育，强化
高产高质高效生产技术研发与推广。
针对小麦育种“卡脖子”问题，加强小

麦育种科研体系建设，形成目标明确、
分工合理、密切协作的小麦科研体系，
用心选育高产、优质、多抗、广适品种，
实现小麦育种的新突破，并研究制定
配套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还要应
用先进农业机械装备，大力推动小麦
生产的现代化、智慧化。

加强龙头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
培育。 从实际出发，重点扶持一批投
入产出率高、发展苗头好、带动强、具
有一定名气的企业，增强龙头企业竞
争力。 2020 年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 100 强，我省仅洽洽食品（休闲
零食）1 家入围，而“领头羊”山东、河
南分别达到 11 家和 10 家。 因此，加
强龙头企业的培育和发展壮大，是我
省“十四五”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
要方向。 农业龙头企业带动，有助于
加快构建区域化种植、 标准化生产、
产业化经营的专用小麦产业带，进而
全面提升安徽小麦综合生产能力和
产业竞争力。

着力延伸小麦产业链条，推动小
麦一产、二产、三产融合。 当今，国际
小麦产业的竞争，已不再是单个生产
单位、生产环节、具体产品或品种的
竞争，而是表现为整个产业体系的综
合性竞争。 小麦产业链涉及良种繁
育、生产和储运、面粉及食品加工等，
其中品种及其丰产优质高效配套技

术是小麦产业的核心，国内外市场需
求是整个产业的动力源。安徽小麦产
业技术体系要做的就是，将规模化种
植、标准化生产、规范化收购、市场化
流通等产前、产中、产后有机结合起
来，在各个环节贡献智慧、发挥作用。

要注重在提升传统面制主食的
现代化、产业化水平上下功夫。 小麦
加工一级产品主要是面粉，二级产品
主要是各种传统面制主食，而我国消
费者的需求主要仍在馒头、面条等传
统主食方面。 小麦的品种培育、种植
和加工，应围绕传统主食的“提质”需
求而进行。 此外，要大力发展规范化
的“订单农业”，促进企业和农户利益
紧密联结，在合力做强小麦产业中获
得双赢。

与专家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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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枞菌撑起村民“致富伞”
本报讯 近年来， 砀山县唐寨镇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 生产黑
色鸡枞菌，撑起村民“致富伞”。

日前，在唐寨镇侯口村，一排排标
准化的食用菌种植大棚明亮整洁，棚
内一株株黑皮鸡枞菌破土而出， 摇摇
晃晃探出脑袋， 如雨后春笋般撑起褐
色的“小伞”，一排生机盎然的景象。 村
民们看着小巧可爱的鸡枞菌， 满脸喜
悦，熟练地采摘成熟的食用菌，忙得不

亦乐乎。
“这些大棚采用三层钢架构立体式

种植模式，目前共有 12 个温控大棚生
产鸡枞菌。 ”砀山县民富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纪凯说， 由于黑皮鸡枞菌对
生长环境的要求十分严格，湿度、温度
等条件必须达到适宜的状态， 才能培
植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优质食用菌，合
作社通过优化种植设备管理、 建立标
准化生产流程等方式， 促进产量和质

量提高。“这一个棚能出产鸡枞菌 8000
斤左右， 现在每斤市场价卖到 18—20
块钱，市场需求量大，收益很高。 ”
该合作社还聘用了不少周边村民

在种植基地里打工， 有效带动当地富
余劳动力就业。 村民王敏说：“我在这
打工，一天 8 个小时，每天干活就是削
菇、采菇，劳动强度不大，每月能收入
3000 多块钱；再说，在这上班离家近，
能照顾家庭，很方便。 ” （李艳龙）

安庆扩种再生稻
本报讯 近年来， 安庆市多

措并举发展早稻和再生稻生
产。 据初步统计，今年该市早稻
种植面积近 70 万亩，同比增加
2.5 万亩，再生稻面积增加近 10
万亩。

安庆各地借助“稻谷补贴”
资金的大头， 用来补助规模种
植早稻和再生稻的生产主体 。
桐城市对种植双季稻和再生稻
继续实行补贴， 每亩根据不同
情况补贴 100 至 200 元。 望江
县、潜山市、怀宁县等县市区对
于规模种植早稻的大户每亩给
予 150 至 200 元补贴。

该市农技中心与 7 个粮食
主产县 （市 、区 ）联合建立了 7
个 500 亩以上的再生稻种植示
范片， 每个示范片市里进行补

助 。 今年全市共建立了 37 个
500 亩以上的再生稻示范片，总
面积近 3 万亩， 目前长势良好。
桐城市在新渡等 6 个镇各建立
了 2 个 500 亩以上再生稻示范
片，其他镇各建立了 1 个 500 亩
以上示范片（其中双港镇、青草
镇各建立了 1 个面积超千亩的
示范片）， 通过示范辐射带动全
市再生稻大面积均衡增产增收。

怀宁县、 桐城市整合 2021
年省财政支持双季稻 （再生稻）
资金，实施水稻智能化育秧工厂
建设项目，大力推广工厂化集中
育秧技术。怀宁县新建水稻标准
化育秧工厂 6 个、桐城市新建水
稻智能化育秧工厂 7 个，总面积
达 5 万多平方米，有效地解决了
早稻和再生稻育秧难问题。该市
各级农业部门还着力抓好高质
高效品种推广和关键生产技术
落实。 （陈再高）

��商海精英返乡投身农业，种植南瓜近 3000亩———

三个“８０后”追逐田园梦
时至大暑， 在阜南县王堰镇蔡

郢村、卢楼村、小集村等地，橙黄色
的南瓜正集中采摘上市。 种植南瓜
头一年，产量高、质量优，达到预期
目标， 这让三个合伙人更加坚定了
回乡创业的信心。

南瓜地的主人是三名 “80 后”。
单禹璋是阜南县王堰镇人，在上海、
合肥和国外打拼多年，从事金融、环
保行业。 刘怀军也是王堰镇人，在杭
州开办有纺织厂。 杜雷是阜南县王
店孜乡人， 在新疆等地做建筑工程
生意。

商海精英投身“农门 ”，三名新
农人有着朴素的想法。 “国家重视农
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好项目。
我们在外闯了这么多年，挣了点钱，

也懂经营和销售， 回乡发展农业，不
仅前景广阔， 也能带动乡邻就业，为
家乡发展出点力。 ”

基于这样的初心， 他们一拍即
合，成为合伙人，去年组建了金禹璋
农业种植合作社，投资 1000 多万元，
在希望的田野追逐梦想。经过市场调
研，三人决定种植南瓜和娃娃菜。

“我们与海南农科院、江西农科
院建立合作 ，引进了 ‘蜜本 ’南瓜品
种。这个品种个头大、产量高，果型圆
润且甜度高、口感好。”为了保证种植
质量，三人从浙江台州找到一位有十
多年南瓜种植经验的阜南老乡，高薪
聘请他为种植技术指导。

目前，金禹璋农业种植合作社种
植规模达 3500 亩。其中，种植南瓜近

3000 亩、娃娃菜 300 亩 、西蓝花和有
机花菜约 200 亩。 南瓜等销售主要有
三种路径， 一是与大的供应链公司合
作，直接供货商超、单位食堂；二是与
南京、杭州、郑州、合肥、武汉等地的大
型批发市场建立联系； 三是与盒马鲜
生、美团等电商合作，配货到他们的仓
库。

三人的 “田园梦” 拔节生长的同
时，周边农户也尝到了甜头。采摘高峰
期，合作社要聘用 200 多名农户，每人
每天工资 60 元。

(宋玉洁 杨露琪)

能人传经

高温天葡萄须抓好肥水管理

七八月份， 葡萄正处于果实膨大
和着色期，必须切实抓好肥水管理。

施肥。为增加浆果体积和重量，提
高含糖量，增加着色度，促进果实成熟
整齐一致 ， 可结合病虫防治 ， 喷施

0.2%至 0.3%的磷酸二氢钾，连喷 2 至
3 次。

控水。 浆果着色期水分过多，会影
响糖分积累， 着色慢， 降低品质和风
味，易发生白腐病、炭疽病、霜霉病等，

某些品种还可能出现裂果， 应严格控
水。 连续 4 天以上晴热天即应灌水抗
旱，晚上灌水，早晨排水。

排水。 葡萄虽然耐涝性较强，但在
地势低的葡萄园必须做好排水工作。
土壤水分饱和， 土壤所有空隙中的氧
被驱逐，迫使根系进行无氧呼吸，在缺
氧的情况下， 土壤中好气性细菌受抑
制，阻碍了有机肥料的分解，土壤中积
累大量的一氧化碳、甲烷、硫化氢等，
也毒害根系。 （禾旺）

用汗水“酿”甜蜜
清晨， 趁着气温还没有上

升，明光市明东街道魏岗村的养
蜂人缪成明便在蜂箱旁忙开了，
只见他坐在凳子上， 头戴防蜂
帽，娴熟地打开蜂箱盖，取出蜂
巢，成群的蜜蜂飞舞着，盘旋着，
嗡嗡作响。

“看着蜜蜂在面前飞来飞
去，感觉它们就是陪伴自己的朋
友，心情很舒畅。 ”缪成明说。

古稀之年的缪成明与蜜蜂
打交道已有 59 个年头了， 自父
辈那里学到养蜂技能以来 ，13
岁缪成明便开始独自饲养，一直
坚守到现在。 其子缪大新也子
承父业， 成了新一代的养蜂人。
如今父子共有蜂箱 500 个，分置
在 6 个点位放养，是当地真正的
养蜂大户。

每天清晨，缪成明都会到自
家的蜂箱旁边看一看、 转一转，
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 “现在正
是培育虫胚、 收获蜂王浆的时

候，虽说忙一点，全家人却很开
心。 ”缪成明介绍，当地像他一
样的连续三代从事养蜂的人家
少之又少，他和儿子都是从小耳
濡目染，深谙了蜜蜂习性，与蜜
蜂有了感情，长大后才愿意接手
这个行当的。

常人眼中的“甜蜜事业”，是
浪漫，是风景，却不曾体会到其
中的辛苦。 为了赶花期，及时采
到荆条花、茶花和槐花，缪成明
一年中至少有四五个月在外奔
波。 正常年景还好，一旦遇到极
端天气，那份苦涩难以忘怀。

“有苦才有甜，到年底盘点
收入的时候，会有一份甜蜜的收
获。 ”缪成明说：“养蜂人的收入
主要有三大块，出售蜜蜂、批发
蜂王浆和蜂蜜，销售蜂蜡、蜂胶
和蜂花粉等。 养蜂这么多年，我
们家的经济状况持续向好，每年
可创收 20 万元。 ”

（周世俊）

专家名片

李金才， 安徽农业大学农学
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获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先后主持国
家级科研项目 5 项， 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项、 省部
级一等奖 2 项。 获得国家授权发
明专利 3 项， 制定地方标准 15
项，培育国审小麦新品种 3 个。

夏种夏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