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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院

油菜面积和产量呈
恢复性增长

从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传来好消息袁今年袁湖
北省油菜收获面积和产量均比上年略增袁 经历
了油菜籽收储政策调整带来的震荡后袁 作为中
国油菜第一大省袁 湖北油菜面积和产量呈恢复
性增长袁有力保障了居民食用油供给遥 高晓川

浙江院

迎来农业“AI”时代
野锄禾日当午袁汗滴禾下土冶是千百年来传

统农耕场景给人的印象遥 如今袁在位于浙江瑞安
的曹村艾米现代农业产业园袁 一幅科技感十足
的农业生产图景令人称奇要要要三架无人机低空
飞行作业袁百余亩水稻秧苗长势良好遥 野5G+人工
智能技术 (AI)冶 在万亩良田上碰撞出希望的火
花袁农业迎来 AI时代遥 陈云超

宁夏院

“智慧水”成为脱贫
攻坚“动力源”

一朵野云冶让彭阳县 12个乡镇 19.1万农村
居民都用上了省钱尧省事尧省心的安全水遥 这是
僻远的山村与当前最前沿的物联网相遇后袁所
发生的化学反应要要要2017年以来袁 宁夏水利厅
在这里率先实施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全链条改
造袁 运用互联网思维尧 信息化手段和社会化服
务袁探索野互联网+人饮冶管理新模式袁使野智慧
水冶成为脱贫攻坚的野动力源冶遥 周学江

黑龙江省海伦市是全国有名的
产粮大县袁大豆尧玉米是农民的当家
品种袁 在这个家家种粮的地方却有
一位农民把辣椒野种明白冶了袁还把
乡亲们带上了致富路遥 她就是海伦
市海兴镇农民尧 向秋蔬菜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向秋遥

2004 年袁高向秋结婚后袁把丈
夫分得的 3亩半地全种上了辣椒袁
可收获的时候却犯了难袁 找不到销
路袁卖不出去遥 无奈之下袁听说山东
寿光是蔬菜销售集结地袁 她就跟人
合伙装了一挂车辣椒运到寿光去
卖袁正赶上市场辣椒脱销袁辣椒刚到
寿光就以每公斤 1.6 元的价格卖
出袁这是她种辣椒挣到的第一笔钱遥

卖辣椒的过程中袁 高向秋认识
了一位山东的收购商袁 他的公司正
要大量收购辣椒遥 可当高向秋计划
与村里人合伙供货时袁 村民却都不
愿意冒险把辣椒运到那么远的地方
去卖遥高向秋铁了心想试一试袁村民
不干她就自己干浴 她千辛万苦收购
了一车辣椒袁 不仅价格提到了每公
斤 1.74元袁还让东北青椒在山东市
场上野一战成名冶袁多家青椒收购商
主动寻求合作遥

海伦青椒成了俏货袁 订单源源
不断袁 高向秋又陆续往山东莒县发

出十几挂车辣椒袁那一年她挣了 40
多万元遥从那以后袁她年年与莒县的
3家公司合作袁 每年的收购量达六
七十万吨袁利润可观遥

2015年袁高向秋做了一个大胆
的决定袁 成立了向秋蔬菜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袁注册资金 300万元遥合
作社通过流转土地扩大蔬菜种植面
积袁 采取无公害优质蔬菜生产新技
术袁搞好收购尧销售尧加工尧运输尧贮
藏尧 包装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
技术培训和信息咨询等服务袁 带动
周边村屯种植辣椒 1500多亩袁由合
作社统一回收袁 带动富余劳动力 1
万余人就业增收遥那一年袁合作社成
功与莒县昌太食品有限公司尧 瑞丰
食品有限公司签订订单袁 为两家公
司供应北方蔬菜袁 实现了 野北菜南
销冶遥 几年间袁海伦青椒在国内外赢
得了大量的野粉丝冶袁加工制品远销
日本尧韩国等地遥

随着产业的扩大尧订单的增多袁
高向秋不忘带动身边的贫困户共同
致富遥 2017年袁合作社建设了多个
选种育苗大棚袁 向农户提供优良的
青椒苗袁传授种植经验袁并且鼓励带
动周边 170户村民种植辣椒袁 其中
贫困户 35 户袁 户均增收 2 万元遥
2018 年合作社种植面积达到 7000

亩袁 带动 1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
收遥

高向秋没有停下追逐梦想的
脚步袁她紧紧抓住野寒地黑土冶野海
伦富硒冶品牌影响力袁在工商管理
局注册了野海硒星源冶商标遥 随着
合作社经营规模的扩大袁带动了大
量的农民务工袁地里采摘青椒的工
人最多的时候可达 200 多人 袁挑
拣尧装箱尧运输的工人可达 100 多
人遥 高向秋还优先雇用贫困户袁平
均每人一年可以赚到 1万元以上遥
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袁种植青椒虽然
收益高袁 但前期需要投入一定资
金袁为鼓励妇女增收致富袁海伦市
妇联为合作社向全国妇联申请母
亲创业循环金 40万元袁 扶持合作
社发展壮大袁 带动 20 户贫困妇女
利用循环金种植青椒袁人均增收 2
万余元遥

如今袁野向秋蔬菜产业冶 已经成
为海兴镇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
业袁 也被海伦市确定为脱贫攻坚十
大产业之一袁 更多的农民跟随高向
秋通过种植辣椒走上了致富路遥
2018年袁高向秋当选为全国人大代
表袁并获得黑龙江省野辣椒王冶称号
及黑龙江省新典型创业农民称号遥

马明超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 第
362102196208050015号 渊谢建平冤身
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大布特色鱼头店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贰张袁 发票代码 :
036001800104袁 发票号码:07056246尧
07056247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岗面乡基督教渡头聚
会点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遗失袁编
号院宗点证字渊赣冤J070650128袁特此
声明遥

一尧豆青虫的症状表现
生活习性遥成虫白天活动袁以晴

天中午活动最盛袁寿命 2~5周遥产卵
对十字花科蔬菜有很强趋性袁 尤以
厚叶类的甘蓝和花椰菜着卵量大袁
夏季多产于叶片背面袁 冬季多产在
叶片正面遥 卵散产袁幼虫行动迟缓袁
不活泼袁 老熟后多爬至高燥不易浸
水处化蛹袁 非越冬代则常在植株底
部叶片背面或叶柄化蛹袁 并吐丝将
蛹体缠结于附着物上为害特点遥

主要为害甘蓝尧花椰菜尧白菜尧
萝卜等十字花科蔬菜袁 尤其喜食甘
蓝和花椰菜遥 1耀2龄幼虫在叶背啃
食叶肉袁留下一层薄而透明的表皮袁
农民叫野天窗冶遥 3龄以上的幼虫食

量明显增加袁 把叶片吃成孔洞或缺
刻袁严重时吃光叶片袁仅剩叶脉和叶
柄袁影响植株生长发育和包心遥如果
幼虫被包进球里袁虫在叶球里取食袁
同时袁还排泄粪便污染菜心袁致使菜
株商品价值降低遥

二尧豆青虫的发病规律
世代遥 为一年多代的害虫袁由北

向南每年发生的代数逐渐增加遥 如黑
龙江一年发生 3耀4代袁辽宁尧北京 4耀5
代袁江苏尧浙江尧湖北每年发生 7耀8代遥

越冬遥 以蛹越冬袁第二年羽化遥
三尧豆青虫的防治方法
农业防治
及时清除残枝老叶袁 并深翻土

壤袁这是压低虫口密度尧减少下代虫

源的有效措施遥
尽可能避免十字花科蔬菜连

茬遥 选用早熟品种袁加上地膜覆盖袁
提早春甘蓝尧花椰菜定植期袁提早收
获袁就可避开第二代幼虫为害遥

化学防治
化学药剂参考院2.5% 高效氯氟

氰菊酯 水乳剂 渊中等毒冤 使用 40-
50毫升/亩 喷雾

5% 甲维窑高氯氟 水乳剂渊中等
毒冤 使用 8-12克/亩 喷雾等遥

渊摘自叶农业之友曳冤

近日袁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东漳堡镇南
赵村农民在采摘菊花遥 近年来袁河北省邯郸
市肥乡区积极调整优化农业结构袁采取野公
司+基地+农户冶的方式袁引导农民发展特色
菊花种植产业袁把菊花加工成茶饮尧药材等
高附加值产品袁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遥

王晓 摄

黑土地上的“辣椒王”

豆青虫的症状表现及防治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