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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市水稻产业影响因素分析
杜 平
渊辽宁省东港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袁辽宁东港 118300冤

摘要 东港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袁辽东半岛的东端袁南临黄海袁属黄海稻区袁水稻生产面积 4.46 万 hm2袁居辽宁省第 2 位袁稻谷产量为
35 万 t袁产值 10.5 亿元袁占农业总产值的 8%左右遥水稻产业发展一直是东港市农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袁本文分析了东港市水稻产业发
展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袁并提出合理对策袁以期为东港市水稻产业优质高效健康发展提供参考遥
关键词 水稻产业曰影响因素曰辽宁东港
中图分类号 S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渊2019冤09-0035-01

东港市是水稻生产大县袁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尧科技不断

发展袁水稻产业也得到了质的发展袁尤其是 2014要2018 年袁
东港市水稻产业快速发展袁逐步形成了集约化程度高尧机械

这导致水稻种植户积极性有所降低袁土地流转速度减缓袁限
制了水稻产业集约化发展遥
3 品种选择因素

东港市水稻种植品种分当地品种和外地品种 2 个部

化水平高和科学化水平高的特点遥本文通过回顾近几年东
港市水稻产业发展历程袁分析了影响东港市水稻产业发展
的因素遥

分遥当地品种以港育 6 号尧港优 1 号为主袁这些品种高产稳
产袁对本地区适应性较好袁但更新换代慢袁某些品种已连续

1 气候因素

种植多年袁存在一些病原菌生理小种分化而加重病虫害发

东港市属于大陆型气候与海洋型气候相互影响的地

生的隐患曰外地品种以盐丰系列和辽粳系列品种为主袁近些

区袁春季低温持续时间长袁气温回升慢袁7要8 月阴雨寡照袁这

年受气候影响袁病虫害未出现大发生情况袁各品种均表现良

些因素都是制约东港市水稻生产的不利因素遥2014 年和

好袁部分外地品种产量表现甚至好于本地品种遥2018 年袁外地

2015 年袁东港市出现高温干旱天气袁水稻喜获大丰收袁平均产
量为 9 750~10 500 kg/hm2遥尤其是 2014 年袁4要9 月日照时长

较平均年份多 130 h 左右袁积温高于历史平均年份 200 益左
右袁降雨量减少 500 mm 左右袁这些有利因素促成了水稻特大

丰收袁多数种植大户平均产量达到 12 000 kg/hm2遥而 2016 年
和 2017 年袁虽然降雨量低于历史平均年份袁但均出现低温

天气袁尤其 2018 年东港市春季持续低温袁水稻插秧后受低
温影响袁缓苗时间较往年推迟 10 d 左右袁导致前期生长量不
足袁水稻产量只在 8 250~9 750 kg/hm2 之间遥可以看出袁气候

因素对东港市水稻产量影响巨大遥对此袁东港市应加强气候
预报预警机制袁提高气象预报的准确性[1]袁为技术部门和广
大种植户及时制定调整合理栽培措施提供参考袁同时鼓励
大户参加农业保险袁以防灾害性天气出现时造成种植户损
失严重遥

品种种植面积达到 50%左右袁预计后续种植面积会继续增
加遥由于东港市是水稻种植的野病窝子冶袁一些外来品种缺乏
连续多年试验袁若种植户盲目引进外地品种会存在病害
大发生的风险遥对此袁农技部门要对水稻品种积极开展对比
试验袁做好品种推荐工作袁择良种推广[2]曰同时本地育种企业
也应加强品种选育工作袁尽早培育出适应本地区的优良新
品种遥
4 稻谷收购价格因素

2018 年袁国家取消水稻保护价袁东港市稻谷收购保护

价为 2.7 元/kg袁水稻产量达到 9 000 kg/hm2 以上水稻生产者

方有利润遥2018 年袁受气候影响袁东港市水稻种植大户种植
的水稻平均产量 9 000 kg/hm2 左右袁80%的水稻种植大户
亏本种植遥因此袁预计未来生产中袁部分水稻品种将逐渐被
淘汰袁而超高产和优质水稻品种将成为水稻主栽品种遥转变

2 土地流转因素

2014 年和 2015 年的水稻大丰收为水稻种植户带来了

可观收益袁加速了东港市土地流转遥目前东港市 33.33 hm

2

以上水稻种植大户逾 170 户袁6.67 hm2 以上水稻种植户更是

水稻种植户种植观念袁避免种植户断崖式亏损袁水稻种植
由高产向优质转变势在必行 [3-4]遥目前袁东港市有机稻米和
优质米野越光冶生产面积逐年加大袁稻田养鱼尧稻田养鸭等
种养结合新模式也相应投入生产袁这对东港市水稻产业优

数不胜数遥随着土地不断流转到大户手中袁一些连带因素也

质高效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遥

随之产生袁有利因素是水稻种植大户管理水平高尧对新技术

5

农技推广因素

接受能力强袁有利于新技术向生产转化袁同时流转后的地块

农技推广工作在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始终居于重要地

较为规整尧便于机械化作业袁这都对提高东港市水稻产量

位袁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袁农业生产方式也不断改善袁这

具 有积极作用袁同时有利 于解放农村 劳动力 袁 促进城 镇

化发展曰不利因素是土地租金逐年升高袁由 2014 年的平均
6 000 元/hm2 提高到 2018 年的平均 9 000 元/hm2袁个别好地
块土地租金达到 10 500 元/hm 袁使东港市水稻种植成本高
2

达 24 000元/hm2 左右袁这直接导致大户种植成本增加遥目

前袁水稻产量需达到 9 000 kg/hm2 左右才能满足种植需要袁
收稿日期 2019-01-16

就要求农技推广部门转变农技推广方式袁形成野科研试验基
地尧专家团队垣区域示范基地+基层推广服务体系+农户冶的
链条式农技推广新模式[5-6]遥本地区农技推广部门应积极与
科研院所尧高新企业联合袁积极引进水稻新品种尧新技术袁加
强示范基地建设袁打造高标准科技示范园区袁做好新品种新技
术试验示范推广工作袁积极培育科技指导员和科技示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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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丽院冀东滨海稻区水稻乳芽抛秧管理技术
乳芽抛秧的田块袁当秧苗达到 8 片叶尧秧龄 30~35 d 时袁

水稻进入抽穗至成熟期袁灌溉采取浅湿干交替管理办

可按机插秧大田进行管理遥保蘖期袁水层保持在 5 cm 以上曰

法袁创造大气向土壤直接供氧的条件袁增强根系的活力袁是

壮尧争取足够的茎蘖数袁不因缺肥而大量回蘖遥

不倒伏遥此期应注意防治纹枯病尧稻瘟病尧稻曲病尧二化螟和

视前期施肥量情况追施尿素 112.5~150.0 kg/hm2袁以保蘖促
水稻分蘖末期至拔节为水稻生长中期袁是营养生长和
生殖生长同时并进的时期袁营养不良或过盛对水稻生长都
不利遥这个时期对水的要求是浅水勤灌袁以水调肥尧以水调
气尧以水调温遥在肥分施用上袁应巧施穗肥防返青倒伏 [4]曰水
稻抽穗前袁吸收钾最多袁占全生育期的 90%以上遥乳芽抛秧
田袁水稻根系在土壤表层袁施钾能够壮秆防倒曰为防倒伏尧提

高千粒重袁在拔节前应晒田 7~10 d袁恢复水层后施 50%硫酸
钾 75~150 kg/hm2遥

有效防止黑根和早衰的主要措施袁确保水稻后期活根成熟
稻飞虱等病虫害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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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遥因此袁要因品种制定配套的栽培管理技术袁充分挖掘其

种是隆两优 1813袁剑叶最短的品种是和两优 713遥剑叶宽度

本地农民的种植习惯袁创两优茉莉占尧荆两优 266尧和两优

22 个展示品种的剑叶长度为 23~36 cm袁剑叶最长的品

为 1.4~2.4 cm袁剑叶最宽的品种是赣优 735袁剑叶最窄的品
种是隆两优华占遥

2.3 穗部经济性状

展示品种每穗实粒数最多的是隆两优 1813袁为 159.5 粒曰

每穗实粒数最少的品种是创两优 276袁为 98.5 粒遥理论产量
最高的品种是创两优茉莉占遥
3 结论与讨论
从田间观测情况看袁所有参展品种纯度高袁中前期长势
平衡袁多数品种株叶形态好袁但后期有所差异遥如七二优华

占后期易早衰曰荃优华占要及时收割袁否则有倒伏的可能曰
有的品种因密度过大袁影响了产量渊统一用种量尧统一直播冤

生产潜力袁体现品种本身的优势遥根据本年度的展示结果及
332尧两优二三丝苗等适合当阳市农户大面积种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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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种植户继续选择菜籽油质量较差尧花期较短尧不能满足榨

是歙县的一些重点景点的交通设施袁必须及时改善袁避免落

油需求的品种遥除此之外袁政府部门应当出台相关优惠政策袁

后的交通条件影响了歙县旅游行业的发展遥其次袁对于一些

尽量挽留当地的青壮年劳动力袁保证劳动力的年轻化袁促进

开发力度与宣传力度不足的区域袁应当积极寻找当地的特

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遥同时袁相关部门还应当重视油菜种植与

色进行开发袁保证歙县的各个区域均衡发展遥再次袁相关部

生产的规模化尧产业化尧机械化等袁降低油菜种植成本袁提升

门应当邀请专业宣传人士对歙县进行宣传袁使更多的游客知

农户的经济收益[4]遥

道歙县的景色与人文袁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歙县游玩遥歙县的
农业尧农机尧广电尧宣传尧旅游等部门应明确自身的责任与职
能袁保证服务优良袁各司其职袁使游客能感受到宾至如归的
热情袁建立起优秀的旅游口碑[3]遥

2.3 重视种植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袁保证油菜的产量与质量
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除了要继续推广优质尧高产尧花期较
长的油菜品种袁还应当积极做好新品种的宣传示范袁避免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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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袁促进科技服务与农业产业需求尧高校专家团队与基层
农技推广体系有效对接袁构建新型科技服务体系袁积极推广
水稻节肥节药尧提质增效栽培新技术[7-8]袁提升东港市水稻产
业科技贡献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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