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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结合肥东县直播稻生产实际情况袁分析了当地直播稻的生产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袁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袁以期为种
植户直播稻生产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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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东县地处江淮之间袁居皖中腹地袁是全国商品粮生产
基地县袁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遥肥东县种植

制度以稻麦渊油冤两熟制为主袁常年水稻种植面积 7.67 万 hm2
左右袁占粮食种植面积的 70%左右遥水稻是肥东县主要农作

强度袁缓解了劳动力季节性紧张的矛盾袁提高了生产效率尧
经济效益袁促进了水稻规模化生产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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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直播稻存在的主要问题
群体结构难以控制

物之一袁也是农民收入的支柱产业遥本文介绍了肥东县直播

直播稻栽培受外界条件影响较大袁如天气条件尧水利设

稻生产现状袁剖析了直播稻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袁

施尧整地质量尧种子质量尧播种质量尧管理水平及鸟尧鼠危害

从而提出直播稻发展的应对策略袁以期为农民的稻作方式

等袁常导致出苗不齐全袁基本苗不足遥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袁农

提供决策依据袁引导农民正确种植直播稻遥

民为了一播全苗袁刻意加大播种量袁肥东县一般直播常规稻

1 直播稻生产现状
1.1 面积迅速扩大

21 世纪初袁肥东县直播水稻种植面积较小袁仅零星种植遥

的播种量高达 90耀120 kg/hm2袁导致基本苗多遥若中期烤田不
及时或烤田效果不理想袁导致群体结构偏大袁田间密蔽袁植
株瘦弱袁易诱发病虫害和倒伏袁不利于直播稻稳产高产遥

2010 年后袁随着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袁种粮大户应运而生袁

2.2 草害较重

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越来越高袁用工少尧效益好的轻简化直

直播水稻田由于长期采用免少耕耕作方式尧田块整理

播稻栽培技术日益受到种粮大户的青睐遥同时袁由于社会经

不平尧干湿交替时间长及长期使用单一除草剂等袁造成杂草

济的快速发展袁促使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外出务工尧经

种类多尧数量大尧抗药性增强袁化除越来越难袁除草成本也大

商袁在农村劳动力锐减尧生产成本不断攀升以及种粮效益

幅增加遥部分农民对直播稻田杂草防控技术掌握不够尧田

较低的情况下袁肥东县直播稻种植面积有逐年扩大的趋势遥

间管理粗放袁影响了杂草防除效果袁导致直播稻因草荒重尧

截至 2019 年袁全县直播稻种植面积在 4.13 万 hm2 左右袁约
占水稻种植面积的 54%遥

除草剂药害而减产遥
2.3 易发生倒伏和早衰现象

1.2 品种多为常规粳稻

直播稻根系分布浅袁纵向根较少袁根系不发达遥前期分

肥东县直播稻品种比较混乱袁少量品种未经审定遥直播

蘖早而快袁群体往往过大袁消耗营养多袁田间荫蔽袁纹枯病较

稻品种类型以常规中熟晚粳为主袁搭配杂交中籼稻尧常规籼

重遥若水尧肥尧药管理不当袁直播稻后期容易发生倒伏和早衰

稻和糯稻遥直播稻品种主要有嘉花 1 号尧绿旱 1 号尧旱优 73

现象袁严重影响水稻产量尧品质及经济效益遥

号尧C 两优 33尧太湖糯 2 号等袁其中嘉花 1 号种植面积占全

2.4 影响稻麦渊油冤两熟周年生产力

1.3 种植方式多样

长期较长袁腾茬晚袁错过了油菜播种适期袁造成小麦播种期

县直播稻面积的 60%以上遥

在肥东县南部尧东部及灌溉条件较好的地区直播稻种
植方式多采取水直播袁而旱直播主要分布在肥东县中部尧北
部缺水易旱的江淮分水岭地区和岗区遥直播稻播种方式绝大
多数采取人工撒播的方式袁很少部分为机械穴播遥
1.4 技术成熟袁效益较好
近年来袁在全苗早发尧防除杂草尧防倒伏等水稻直播关
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袁技术越来越成熟袁广大农民已逐步
掌握了水稻直播生产技术遥与传统的育苗移栽水稻相比袁直

播水稻不仅单产稳中有升袁劳动力投入减少工日 45 个/hm2

肥东县直播稻品种以生育期较长的晚粳稻为主袁本田生
推迟袁影响小麦的生长及产量遥直播稻品种搭配不合理袁导
致茬口衔接季节紧袁从而影响稻麦渊油冤两熟周年丰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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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对策
加强科学引导和调控措施
各级政府和农业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直播稻风险意识

的宣传袁向广大农民宣传直播稻的局限性尧风险性及对粮食
安全的危害性袁引导农民自觉放弃直播种植袁努力规避直播
稻的风险[1]遥加大机插秧政策扶持力度袁大力发展水稻机插
秧袁降低生产成本袁提高产量和效益袁调动农民直播改机插

以上袁种植效益提高了 4 500 元/hm2 左右袁而且减轻了劳动

的积极性袁从而控制直播稻盲目发展遥加强对种子尧农药尧肥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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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会翠院安康市汉滨区早阳镇烤烟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袁加强其职业技术培训袁提高能力素质曰

业发展的防灾减灾风险保障体系袁是推动烤烟产业持续健康

另一方面加强宣传引导袁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烤烟产业是

发展的坚强后盾遥一方面对于烟叶生产自然灾害频发区域袁

有前途尧有希望尧有能力带领群众致富的遥可以在官方报道

要在完善病虫害和气象灾害的预警体系的基础上袁按照当

宣传中报道一些通过烤烟产业致富的实际案例袁更重要的

地政府尧烟叶公司出资袁保险代理的方式实施袁探索出符合

是将政府的产业帮扶尧奖补政策宣传到位袁从而吸引一批年

早阳镇实际的职业烟农风险基金保障机制标准遥另一方面

轻人主动回到乡村袁投入到这个产业发展队伍当中遥

要围绕汉滨区基本烟田防灾的需要袁按照科学规划尧合理布

3.2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农以地为生袁民以食为天袁烟叶种植生产中合理优化配
置土地资源是首要任务遥一方面要认真做好基本农田规划袁
加快土地流转袁帮助烟农合理配置烟田范围袁从而形成成片
化尧规模化烟叶生产基地袁引进山地种植农业科技产品袁节
约种植生产中的人力尧物力曰另一方面要做好耕地保护工作袁
以提高基本烟田质量尧稳定基本烟田面积的方式提高烟叶
种植产量遥如合理安排辖区轮作倒茬工作袁调整农业种植
结构袁将烟叶种植与水稻尧小麦尧玉米等作物进行分年度流
动种植袁定期使用牛耕尧废弃农作料物填充等方式保持土壤
酸碱度遥此外袁还要完善烟田水窖尧烟路尧农业防治病害等方
面建设遥
3.3 加快推进烤烟产业风险保障体系建设
天灾人祸难以预料尧不可避免袁但可以预防袁农业保险
在我国农业生产发展中就承担着这样的重任遥建立烤烟产

局袁建立防灾减灾体系袁制定防灾减灾制度袁建立完善自然
灾害风险体系袁降低烟农的种烟风险[3-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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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对汉滨区早阳镇烤烟产业发展优势及发展现状的

分析可以看出袁尽管汉滨区早阳镇烤烟产业发展存在地缘
优势尧历史优势尧政策扶持优势袁但下一步还需要优化人才
队伍尧完善基础设施尧推进风险保障体系建设袁才能真正推
动整镇烤烟产业持续尧健康尧优化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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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适宜当地种植的抗病优质棉花新品种袁开展轻简栽培技

检查指导创建工作袁成立了相应组织机构袁强化考核袁落实

术模式的试验和探讨[1-2]遥二是高产创建对稳定植棉面积的

责任袁分解任务袁保障了棉花高产创建工作落实到位遥

作用大袁成为各地的抓手袁还有利于培养多层次棉花专业技

4.4 干群配合是保证

术人才[3-4]遥三是建议国家农业部门和省级政府要高度重视

建立集中连片棉花高产创建区袁涉及面较广袁特别是涉
及农民较多袁在植棉效益不高的情况下袁开展技术指导尧组
织技术培训尧落实示范地点等工作任务繁重袁主要靠基层干
部组织和发动农民遥大多数农民在基层干部的宣传动员下
都能参与到创建工作中来袁配合创建工作遥
4.5 技术创新是手段
通过棉花高产创建袁能统筹协调政府尧农业部门和生产
者农民之间的关系袁使科技成果从书本尧实验室转移到田
间地头袁从科技人员手中迅速转移到农民手中袁能充分调动
各方面的优势形成合力袁使配套技术发挥最好的效果遥
5 建议
一是加大棉花新品种尧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力度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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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强直播稻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应用

棉花生产袁在项目和配套资金方面对棉花产地予以倾斜袁可
促进棉花高产创建工作的开展[5-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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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降低直播稻生产风险和产量损失[4]遥

3.4 加快农业生产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组织培育

农业科研院所尧大专院校和企业要加强对直播稻适宜

建立健全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组织袁重点开展秸秆

品种选育尧配套栽培技术体系研究尧直播除草剂开发及水稻

还田及机耕机播尧集中育供秧及机插秧尧植保统防统治等主

直播新机具研发等袁重点开展直播稻一播全苗尧合理群体调

要环节的专业化服务袁加强服务组织的规范管理袁完善服务

控尧肥料运筹尧病虫草防控及防倒伏抗逆栽培等配套栽培技

队伍建设袁提升服务水平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遥

术体系的研究 遥
[3]

3.3 做好技术服务工作
农技推广部门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尧耕作制度尧生产
条件等实际袁因地制宜加强对直播稻关键技术环节的宣传尧
培训及指导力度袁指导农民合理品种搭配尧应用直播稻稳产
高产配套栽培技术袁解决农民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袁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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