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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六合区马鞍街道小麦生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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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麦是南京市六合区马鞍街道主要种植的农作物袁是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遥本文分析了马鞍街道小麦生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袁
提出了明确当家品种尧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尧推广适用新型机械等对策袁以期为丘陵地区小麦种植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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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街道地处六合区中北部袁属丘陵地区袁作物种植以

稻麦茬口模式为主遥全街道小麦种植面积达 0.32 万 hm 袁其
2

中稻麦轮作 0.29 万 hm2尧旱作物与小麦轮作 0.03 万 hm2遥小
麦是该街道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袁是农户种植收入的重要来

源遥近年来袁随着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得到长足的发展袁该
街道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也得到大幅度提升袁小麦单产
也逐年得到提高袁但小麦生产方面仍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

关键措施很难到位袁一些常发性病虫害尧低温等自然灾害得
不到有效控制袁造成许多农户减产减收遥特别是 2018 年 5月袁
连续阴雨天达 12 d 以上袁造成许多小麦田赤霉病大发生袁

一般田块减产达 40%袁严重田块达 60%以上袁甚至失收遥具
体原因是种子经营户多袁全街道有 12 家以上袁每个经营户
都有不同的代理品种袁造成市场上小麦品种多而杂遥
2.2 从业人员老龄化袁主推技术转化慢

不容忽视遥如何建立应对机制尧破解生产难点和痛点尧确保
小麦丰产又丰收值得农技人员探讨和思考遥
1 生产现状

1.1 规模种植面积逐年加大

近年来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袁农村许多青年人去
城市就业打工袁从事农业的生产人员年龄趋于老年化遥他们
接受新型生产技术能力不强袁种植小麦往往凭习惯尧凭老经
验袁尤其在小麦生产管理方面袁肥料施用多采用一次性基

近年来袁随着国家粮食直补尧农机补贴等各项惠农政策

施袁不愿意根据小麦生长规律重视拔节肥的施用遥在病虫害

的出台袁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户种粮积极性遥在新形势下袁马鞍

防治方面袁不愿意根据街道病虫情报信息进行适期防治袁而

街道的小麦适度规模化经营得到长足的发展遥2016 年袁全街

凭经验发现病害症状开始防治袁往往错过防治病害的有利

道规模化种植小麦面积达 0.22 万 hm2袁占小麦面积 68.7%曰

2017 年袁全街道规模化种植小麦面积达 0.25 万 hm2袁占小麦

面积 78.1%曰目前袁全街道规模化种植小麦面积达 0.28 万 hm2袁
占小麦面积 87.5%遥

1.2 小麦生产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升
小麦规模化经营的发展袁带动小麦生产机械化水平的

提升遥2018 年新增各种农业机械 376 台渊套冤袁其中小麦耕播

机械 183 台渊套冤袁基本实现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遥目前袁已
建成尖山尧大营尧河王湖和巴山优质小麦生产基地 4 个袁泥
桥小麦高产创建生产基地 1 个袁推广小麦少耕精确定量栽培
技术 650 hm2袁完成计划 100%袁小麦生产机械化水平由 50%
提升到 85%遥

1.3 粮食单产逐年提高

时机袁造成小麦产量大幅度下降尧品质变差遥
2.3

机械化作业有难度袁劳动成本高
马鞍街道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袁地势高袁道路条件相对

薄弱袁田块大小不一袁农田基本设施差袁严重影响着小麦机
械化作业袁致使生产成本增加遥据了解袁丘陵地区小麦机

械化作业成本要比平原圩区高 2 倍遥目前袁全街道小麦种植

0.32 万 hm2袁其中有 0.22 万 hm2 地处丘陵地区袁并以稻麦茬

口为主遥近年来袁街道虽推进高标准化农田建设项目袁但实施
面积仅为 0.1 万 hm2袁仅占丘陵地小麦面积 45%袁还有 55%

的小麦田没有实施遥农田标准化建设推进缓慢袁与当前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不相适应袁不利于小麦产业化的发展遥
2.4 公共晒场不足袁田头销售价格低
近年来袁小麦适度规模化经营得到长足发展袁但大面积

小麦规模化种植袁有利于生产机械化袁保证小麦种植密
度袁精确栽培管理袁克服小麦零散种植苗不壮尧苗势弱的缺

收获后袁小麦晾晒成了主要问题遥由于小麦成熟期相对集中袁

陷袁促进小麦单产提高遥据调查袁规模种植田块麦苗均匀度

含水量较高袁常受到私营粮企的压级压价遥目前袁全街道规

高尧苗足尧苗壮尧成穗率高袁平均产量一般在 5.25 t/hm2 左右袁
较散户种植产量提高 15%以上遥
2 小麦生产制约因素

2.1 品种多而杂袁关键措施难到位

根据街道农业部门统计袁目前全街道小麦品种约为 10 个袁

许多种植户不得不采取边收边售的方式遥田头销售小麦袁因
模化种植小麦面积在 10 hm2 以上的共有 126 户袁随着小麦

规模化种植的逐年扩大袁在小麦收储方面袁大多数种粮大户
的晒场地尧仓储房严重不足遥具体原因是原有的集体公用晒
场已逐渐消失袁种植大户大批量小麦集中收割上场曰农业设
施用地管理严格袁程序较为复杂袁制约着种植大户的晒场尧

并且各品种区域适应性不同袁生长差异性很大遥在不确立主

仓储房建设曰另外袁近年推广的机械化烘干成本较高袁单靠

推品种的情况下袁各个品种的生育期进程不同袁导致生产上

农民自身投入袁很难广泛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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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对策
明确当家品种袁实施良种补贴
小麦品种多而杂袁不利于栽培管理袁统一品种供应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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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管理路径遥建议通过试验示范袁街道应明确 1 个优质

程冶尧农田改良工程和农业基本建设工程袁改善农业生产条

高产品种为当家品种袁1 个储备品种遥这样既确保小麦安全

件袁提高丘陵地区农业减灾尧抗灾和综合生产能力袁推进农

生产尧抵御外界不利条件袁又可以保证技术措施及时到位 遥

业生产新技术的应用袁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2]遥针对当

针对统一品种供应袁要加大财政投入袁实施良种补贴工程遥

前丘陵地区道路条件相对薄弱尧田块大小不一尧小麦机械化

具体对于确立的主推小麦品种袁街道根据种子经营户的销

作业成本大的难题袁应大力引进推广轻便尧质量优良尧性能

[1]

售情况袁实行统一补贴袁确保良种覆盖率达 100%遥另外袁在

先进尧性价比高尧农民认可的小型农业机械袁以适应山丘地

配套管理措施方面袁要积极与区农业执法部门联合袁加强区

带农民小麦生产之用袁让该地农民也获得高效机械化作业

域内种子经营户的管理袁力求达到统一品种供应袁净化种子

的便利遥

市场袁助力良种覆盖遥

3.4

3.2 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袁促进实用技术及时到位

探索打造野三融合冶场地袁政策补助粮食烘干加工
积极探索在新农村建设中推行的野三场合一冶规划袁将

针对生产人员老龄化的现实袁在 60 岁以下年龄段中袁

新建的社区休闲广场尧篮球场临时用作粮食晾晒场曰并动员

遴选一批具有一定接受能力和辐射能力的种植大户袁确立为

企业尧基层单位袁将空闲场所提供给农民晒粮遥建议通过加

稻麦科技示范户袁培育留得住尧接受能力强的新型职业农民遥

大财政补贴袁放宽农业设施用地政策袁鼓励农业专业合作

每到小麦生产管理时节袁如小麦拔节期尧抽穗开花期尧病虫

社尧粮食收贮加工企业购置烘干机具袁建设粮食烘干中心袁

发生期袁组织示范户尧种植大户开展小麦生产管理观摩活

解决设备投入大麦尧小麦晾晒难的问题[3]遥针对小麦种植规

动袁使其提高直观认识袁改变传统观念袁主动应用拔节肥尧适

模较小的农户袁政府应给予一定的粮食烘干补助袁由粮食烘

期开展小麦穗期野一喷三防冶等实用技术遥充分利用区农业

干中心统一烘干袁烘干的粮食由合作社或粮食收贮加工企

广播学校平台袁在 50 岁以下年龄段中遴选 20~30 名有志向

服务于农业的种植户袁开办成人教育班遥通过系统农业知识袁
培养农业生产新生力量袁打造农业生产高技能人才和农业
致富带头人遥
3.3 推进高标准化农田建设袁推广适用新型机械
针对农田标准化建设推进缓慢尧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的
丘陵地区袁坚持野科学规划尧集中连片尧突出重点尧整村推进冶
的原则袁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袁大力实施野沃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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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扦插日期

舒茶早
凫早 2 号
龙井 43
安吉白茶
乌牛早
山坡绿

06-10
06-16
06-18
07-09
06-12
07-11

表1
09-02
苗高 4 cm
苗高 15 cm
苗高 13 cm
苗高 3 cm
苗高 14 cm
苗高 2 cm

09-23
苗高 8 cm尧侧根 25 条尧侧根最长 4 cm
苗高 25 cm尧侧根 32 条尧侧根最长 10 cm
苗高 22 cm尧侧根 24 条尧侧根最长 9 cm
苗高 13 cm尧侧根 22 条尧侧根最长 5 cm
苗高 25 cm尧侧根 31 条尧侧根最长 9 cm
苗高 10 cm尧侧根 14 条尧侧根最长 5 cm

为 70%曰舒茶早出圃率最低袁仅为 45%遥加强对出圃后留下
的小苗管理[6]袁翌年秋季可达出圃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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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水平袁更要借助农业技术的传播渠道袁大力宣传推广
新品种尧新技术尧新成果遥实践证明袁多年来通过对农业传播
技术的合理利用袁农业传播技术不仅对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经济作物研究所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袁更推动
着当地农业更快更好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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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苗生长情况

牛早出圃率近 80%尧安吉白茶出圃率为 75%尧山坡绿出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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