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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件

福建省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茶产业体系开展各示范基地

结题现场考核审查

2016年 12月 10-13日，项目团队主任叶乃兴教授，组织福建省种植业技术

推广总站苏峰教授级高级农艺师、福建省茶叶质量检测中心站陈銮高级工程师和

宁德市茶业管理局田洪武副局长 3位专家，在团队相关岗位专家的陪同下，对项

目团队对接的 11家示范基地、基层推广站点及茶树品种区试点进行结题现场考

核审查。考核专家及项目岗位专家先后分别走访考察了福安市、福鼎市、霞浦县、

宁德市、福州市等地的相关单位，现场认真听取了 11家单位的项目组人员汇报

项目执行和完成情况，审查了项目结题总结材料，实地考察了项目任务的建设和

完成情况。

2016 年 12 月 10 日-12 日，首席专家孙威江教授，安溪县茶叶科学研究所教

坦洋工夫集团有限公司汇报现场 福安农垦茶业有限公司项目总结汇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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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级高级工程师黄东方，宁德市茶业管理局副局长田洪武，泉州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高级工程师黄伙水等专家对福建省茶产业重大农技推广示范项目安全生

产与 标准化创新服务团队 11 家企业进行了项目考核。项目承担单位严格按

照合同完成各项任务指标，在关键技术突破、重大技术成果、人才队伍建设、农

技推广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2016.12.8-10，团队岗位专家金心怡、孙云、林宏政等邀请验收专家到 3

个推广点进行实地考核验收。2016年 12月 12日-2016年 12月 14日，茶叶深加

工与资源创新团队赴三明大田、尤溪、泰宁、宁化及漳州等茶区相关基层推广站

点和示范基地进行了茶产业重大农技推广项目现场验收。

期间，责任专家林金科教授、验收专家陈首中、黄东方和廖琼满现场考察了

福建大方广茶业有限公司区域示范基地和尤溪县汤川乡高山茶叶合作社等 4个

基层推广服务站点，并与各基层推广服务站点和示范基地现场交流了夏署茶新梢

加工技术、茶树修剪枝条利用技术、茶叶加工副产品的深加工技术、速溶茶加工

技术及茶天然产物提取技术。经现场实地考察和各基地负责人现场工作汇报，情

况表明各基层站点项目完成情况良好。

金绿源公司推广点项目汇报现场 金绿源公司推广点实地检查验收

现场考察验收武夷山茗上茶企 现场验收武夷山凯铭萱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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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蔬菜产业体系开展

年终总结汇报及考核

2016 年 12 月，蔬菜产业团队主任对创新团队岗位专家、团队对接的区域示

范基地、基层试验站点进行了年终审查和经费使用情况核查。并于 12 月下旬完

成了所有团队的年终考核，于 12 月 9 日举行了福建省蔬菜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

务试点总结会议，会上 4个创新团队别汇报了团队进展情况，各团队依照合同任

务内容对完成情况进行了汇报说明，4个团队均完成了合同内容的任务指标，各

个示范基地和站点也都汇报了各自的推广工作。

福建省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食用菌产业体系召开

年终团队考核总结会

2016 年 12 月 15 日，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食用菌

产业首席专家首席专家胡开辉邀请邀请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院林新坚、福建省

食用菌技术推广总站推广研究员黄志龙、福建省微生物所副所长连云阳 3人在福

建农林大学育成中心 3楼会议室，对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

目的 5个团队、2个科研试验基地及海鲜菇、杏鲍菇、袋栽银耳创新与服务团队

下的 8个岗位专家进行考核，专家组仔细聆听各个团队及岗位专家的工作汇报，

12 月 9 日，蔬菜产业体系举行终期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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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任务指标完成情况，最后经专家组一致认定海鲜菇、杏鲍菇、袋栽银耳创新

与服务团队等 4个团队及 8个岗位专家通过年终考核，其中菌草技术创新与服务

团队任务指标有所滞后，专家组提出相关意见进行整改。

2016 年 12 月 27 日，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科研试

验基地福建农林大学（古田）菌业研究院被评为生物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

2016 年 12 月 29 日，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科研试

验基地福建农林大学（古田）菌业研究院真姬菇育种新技术研究及新品种闽真 2

号推广应用获得宁德市第一届农业科技推广奖二等奖。

福建省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再生稻产业体系建设项目

考评会召开

2016 年 12 月 14 日，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邀请有关专家对再生稻产业农技推

广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进行考评。专家组听取各团队、基地和站点汇报，查阅了有

关资料，对照合同任务指标，经过质疑和充分讨论，形成意见如下：

（1）该项目提供的资料完整，内容翔实，数据可信，符合考评要求。（2）

创制优质、抗病强再生力水稻新种质 7份；筛选出泸优明占、广两优 676、欣荣

优华占、佳辐占等 4个强再生力的水稻新品种进行示范推广。（3）建立了再生稻

区域示范基地 8个，基层推广服务站点 10 个；集成构建了机收再生稻高产高效

栽培技术体系、再生稻主要病虫害轻简化防控技术体系、直播再生稻高产安全综

合栽培技术体系系等，并进行了示范与推广；制定标准 3个、规程 1项、推广模

式 1套。（4）在全省建立再生稻良种良法良制百亩示范片 19 个，共示范 3159.1

亩；召开再生稻新品种及配套集成技术现场考察观摩会 11 场；举办再生稻产业

培训班 39 次（期），培训 6052 人次；省农科院主会场开展农村实用技术远程培

训，累计培训农民（含新型职业农民）13.48 万人次。（5）通过项目实施，2016

年全省再生稻面积 30.6 万亩，增产稻谷 6120 万公斤，增加社会经济效益 14688

万元。（6）初步建立“科研试验基地+区域示范基地+基层推广站点+农户”的再

生稻产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及农技推广服务新模式。



5

综上所述，该项目目标明确，管理规范，措施有力，队伍结构合理，成效显

著，已完成项目各项任务指标。专家组一致评定该项目的业绩为优秀。

同时专家组还对项目各团队、基地和站点进行考评，再生稻良种筛选与推广

团队；高产高效关键技术创新与推广团队；安全生产技术研发与推广团队；机械

化、轻简化技术推广团队；稻米产业化开发技术体系建设团队；尤溪县区域示范

基地；沙县区域示范基地；沙县基层推广服务站；建阳区域示范基地；闽清县区

域示范基地；闽清县基层推广服务站；尤溪县基层推广服务站；莆田市基层推广

服务站；浦城县基层推广服务站；建阳区基层推广服务站；长乐市基层推广服务

站等 16 个任务评价为优秀。莆田市区域示范基地；霞浦县区域示范基地；龙海

市区域示范基地；龙海市基层推广服务站；永春县区域示范基地；上杭县基层推

广服务站；永春县基层推广服务站等 7个任务评价为良。

项目实施

茶产业团队岗位专家开展科技培训

2016 年 11 月 29 日，团队岗位专家郭雅玲教授在华安县开展华安县铁观音

评审并作技术讲座，参加培训的人员有 70 余名。

2016.9.8 安溪县 2016 年新型职业农民首期培训班，孙云教授主讲《安溪铁

观音加工技术传承与创新》，40 多位制茶工艺大师参与培训，并就铁观音加工技

艺传承展开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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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0月 16日，团队岗位专家郝志龙老师应邀参加由安溪县委组织部

主办，县茶管委办、县人社局、县农业与茶果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芦田镇党

委、政府承办的安溪县第二节“十佳党员制茶能手”大赛期间的安溪铁观音“去

冰箱化”专题研讨会，作“铁管加工技术传承与提升”的主题讲座，从内含成分

的角度对传统铁观音和清香铁观音的品质形成做了深入讲解，探讨了品质成分与

加工技术、低温储藏之间的关系。

蔬菜产业体系推进科研试验基地的建设

1、基础建设

完善科研基地 10亩设施大棚的建设。加快科研试验基地建设进度，2016年

12月，完成了玻璃温室主体建设，内部地面硬化已进入招标阶段，玻璃温室主

体建设已通过验收。

2、品种示范

继 9月份完成大白菜和芥蓝品种示范以后，基地继续引进番茄新品种、黄瓜

品种以及花椰菜新品种进行观察和示范。种植 30个番茄品种（系）进行观察、

比较、杂交和留种以及 F2代的分离观察试验。

3、栽培管理及病虫害防治技术创新

在洋中科教基地长期定位试验小区，开展综合蔬菜产地控制与安全栽培防控

集成，研发与优化 VIP 为核心的综合降 Cd栽培技术体系（V，Variety，低镉型

蔬菜品种筛选种植与定向培育；I，Irrigation，优化水分管理；P，土壤 pH，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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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碱性材料提高土壤 pH），蔬菜安全栽培配套技术（如叶面阻控、土壤调理、

深耕改土、合理施用化肥和替代种植）组装与集成，实现蔬菜 Cd低富集品种搭

配及相关水肥栽培技术管理优化，研究结果可为大面积蔬菜栽培产地实现农业安

全生产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黔西南州菌草技术骨干培训班”到基层推广站点松溪县竹乡食

用菌专业合作社参观学习菌草黑木耳栽培技术

2016年 11月 27日，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菌草创

新与服务团队负责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研究员一行，带领由福

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黔

西南州政府联合举办的“黔西南州菌草技术骨

干培训班”到松溪县竹乡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菌

草黑木耳基地参观学习。林占熺研究员现场进

行了讲解，之后，培训班成员参观了基地生长

的 10万袋露地栽培黑木耳，并和合作社技术骨干以及示范户进行了交流。

引进黄瓜和花椰菜田间种植情况岗位专家陈炎辉带领学生设置小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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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稻示范片全程机械化种植又获高产

10 月 17 日，水稻所组织同行专家，在沙县高桥镇官庄村全程机械化再生稻

示范片，对福建省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再生稻产业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

设”进行现场验收。

验收结果显示，全程机械化示范片 102 亩，再生稻平均干谷亩产 328.36 公

斤，加上头季亩产 494.12 公斤，两季亩产达 822.48 公斤。采取机械化插秧措施

的“甬优 2640”和“泸优明占”两个品种，再生季亩产分别是 318.96 公斤和 339.61

公斤，其头季亩产分别为 577.89 公斤和 521.15 公斤。采取机械直播措施的常规

优质稻“佳辐占”再生季亩产达 326.50 公斤，其头季亩产为 383.33 公斤。

再生稻全程机械化技术是水稻生产全过程机械化技术的应用和组织实施，集

成生产、管理、机械、育种、农机作业的工艺流程、作物生产的农艺要求等诸多

技术，涵盖了从耕地、育秧、栽插、植保到收获主要生产环节的机械化操作内容。

全程机械化对于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种田效率，破解水稻人工劳动成本高、农村

劳动力转移的发展瓶颈，加快南方稻作区再生稻的推广，发展粮食生产和保障粮

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家财政部、农业部相继出台加快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推广意

见、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社会服务试点等配套政策，由谢华安院士领衔建设的国

家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福建省再生稻产业项目，依托于福建农林大学，着力建

立“科研试验基地+区域示范基地+基层农技推广站点+农户”链条式农技推广新

模式，在沙县实施全程机械化及机械直播示范片，目前已取得了较好的试验示范

效果，为再生稻全程机械化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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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进展

一、福建省茶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

参加全国茶商走进赤溪助力精准扶贫暨畲村白茶开业

盛典

2017 年 1 月 13 日，全国茶商走进赤溪助力精准扶贫暨畲村白茶馆在中国扶

贫第一村——赤溪村隆重举行！来自全国近百名茶商汇聚一堂，共话福鼎白茶的

发展前景。福建茶产业农技推广服务首席专家孙威江教授应邀出席出席剪彩仪

式，在活动结束之际，全国茶商代表赶赴白茶谷进行实地考察，并亲手种下福鼎

白茶，纪念这神圣重要的时刻。此次活动对于赤溪村的脱贫帮扶及推动福鼎白茶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一届四次会议暨中国红茶

创新研讨会

2017 年 1 月 10 日，由福安市人民政府主办、福安市茶业协会协办、全国茶

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红茶工作组、宁德市茶叶产业集群窗口服务平台协办的全国

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一届四次会议暨中国红茶创新研讨会在福安召开。

红茶工作组成员召开了第四次工作组年会，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翁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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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介绍了当前我国标准化形势及体制改革和全国茶标委 2016年的工作情

况，福建农林大学茶学院副院长、福建茶产业农技推广服务首席专家孙威江教授

作了《国内外红茶标准分析与展望》报告，对国内外红茶相关标准做了详细的解

说，并且就目前坦洋工夫红茶发展现状提出两点建议：（1）凝练出有特色的宣传

口号；（2）扶持龙头企业做强做大。会议还听取了红茶工作年度工作总结及财务

报告，讨论红茶创新标准和 2017年工

作重点。工作组全体成员讨论交流了

当前我国红茶产业在发展中遇到的一

些质量安全问题和红茶加工工艺创新

的一些探讨；对在当前我国标准化体

制改革形势，进一步开展红茶标准化

工作提出一些设想和思路。

首席专家为茶王赛提供技术服务

2016 年 11 月 28 日-30 日，“2016 年中国海峡硒都八仙茶茶王赛暨青梅产品

十佳伴手礼评选活动”在诏安宾馆隆重

举行。此次活动由诏安县人民政府主

办，邀请省市知名茶叶审评专家担任评

委，采取密码审评方式进行审评，设茶

王 1名，金奖 2名，银奖 3名，优质奖

4名。首席专家孙威江教授应邀出席评

选活动。

产业团队赴省内外考察交流

2016 年 10 月 24 日-27 日，首席专家孙威江教授受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

会社会服务部邀请赴湖南开展考察调研，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和

孙威江教授审评参赛茶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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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工作部署、了解湖南省脱贫攻坚工作。先后在湖南怀化、通道县、保靖县进行考

察特别是对茶产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和考察，开展交流讨论。岗位专家陈李

林博士于 2016年 8月 25日-28日赴贵州省茶叶研究所、贵州大学植保系和贵州

大学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于 10月 9日-11日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参观调研了有机茶园示范推广基地，并与各团队专家就茶园病虫害绿色生态防控

措施、生物农药使用技术等进行座谈。

2016 年 11 月 2 日，岗位专家孙云、金心怡、叶乃兴、郝志龙、林宏政老师

等到福鼎品品香公司总部、工厂、基地开展项目实施完成情况调研。2016年 11

月 22日，岗位专家尤民生教授、陈李林博士带领来自 10个国家包含福建农林大

学国家“外专千人计划”专家葛杰夫教授在内的 14位国际专家同行参观、考察、

调研了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九龙山项目示范基地和公司总部武夷山茶树品种区

试点，就生态茶园建设和管理技术、茶叶质量安全等问题进行现场技术咨询指导。

二、福建省蔬菜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

首席专家深入基层指导生产

9月 24日林碧英老师深入屏南蔬菜基地指导花椰菜生产管理和秋延后茄子

病害防治，对花椰菜生长期水肥管理以及病虫害的防治进行指导，根据当地的高

山气候特征指出花椰菜的生产管理要和当地的气候条件相适应。另外，还对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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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延后茄子生产的病虫害防

治进行了指导，对于秋延后

茄子栽培如何进行管理，病

虫害的防治要点进行了讲

解。

10 月 13 日.温庆放老

师深入莆田市秋冬季露地蔬

菜基地调研，与有关专业大

户座谈交流目前气候下花椰

菜，番茄田间管理与病害防

治技术。

2016 年 10 月 16 日，岗位专家王果教授率团队赴洋中设施有机蔬菜基地现

场调研，与生产基地公司负责人就设施蔬菜连作障碍问题进行交流并对下一步连

作障碍改良调控工作开展进行初步协商，根据基地蔬菜连续种植中发现的障碍现

象，团队研究生进行了相应土壤和植株样品取样，为进一步调控做好前期情况摸

底。

温庆放老师深入莆田市秋冬季露地蔬菜基地指

导花椰菜，番茄田间管理与病害防治技术

首席专家林碧英教授到屏南蔬菜基地指导花椰菜生产管理

岗位专家王果教授与基地技术人员现场交

流连作障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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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团队、基层站点积极开展培训

蔬菜产业举办培训会，林义章教授就设施蔬菜生产技术进行讲解，张爱华教

授就蔬菜病虫害防治进行了讲解。

三、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

双孢蘑菇、绣球菌、秀珍菇、木屑香菇、灵芝（紫芝）

创新与服务团队合作企业年终考核会

2016 年 12 月 6 日～2016 年 12 月 9 日，根据福建农林大学《关于组织开展

重大农技推广示范项目结题考核的预通知》，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邀

请刘叶高（福建省三明市真菌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农艺师），羿红（福建省食用

菌技术推广总站，推广研究员）及一位企业所在地当地专家对 2个示范基地（福

建金明食品有限公司双孢蘑菇示范基地、福建天益菌业有限公司绣球菌示范基

10 月 23 日光泽县崇仁乡举办蔬菜培训 1 月 5 日，在南靖县科岭村革命老区举办蔬菜栽培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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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5个基层推广站点（福建容益菌业科技研发有限公司绣球菌基层推广站点、

古田县茂辉食用菌合作社秀珍菇基层推广站点、罗源县巾帼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秀

珍菇基层推广站点、武平县盛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灵芝基层推广站点、罗源县岐

峰山水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香菇基层推广站点）进行了结题验收考核，各示范基

地与基层推广站点均已完成合同任务指标，专家组同意通过现场验收。

银耳高产栽培技术验收会

2016 年 12 月 6 日，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重大

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食用菌产业首席专家胡

开辉邀请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院林新坚、福

建省食用菌技术推广总站推广研究员、全国银

耳标准化工作组高级农艺师彭冬祥专家共3人，

对在我院辅导企业古田县建宏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实施的银耳高产栽培技术应用进行了现场测

产验收。经测产：改良工艺较原工艺的鲜银耳与干银耳分别增产 46.9%、23.3%，

增产显著。该改良工艺较古田本地传统配方单袋产值提升 1.56 元，单袋利润提

升 1.06 元，改配方主要通过使用玉米芯替代部分棉籽壳，降低菇农使用棉籽壳

的成本。

专家查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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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鲍菇高产化栽培技术创新验收

2016 年 12 月 8 日， 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食用菌

产业首席专家首席专家胡开辉邀请我院邀请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院林新坚、福

建省食用菌技术推广总站推广研究员、专家共 3人，对漳州嘉蕈食品有限公司所

承担的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子课题（KNJ153059）“杏

鲍菇高产化栽培技术创新”进行测产验收。经专家测产改良工艺的菌丝生长更旺

盛，出蕾时间更早，同一时间疏蕾单袋疏蕾重量更重。改良工艺的平均单袋带头

成品菇产量为 0.459kg，比原工艺的提高 0.049kg，增产 11.95%，单袋增收 0.294

元。改工艺的测产为后续福建省食用菌

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的推

广示范奠定技术基础。专家组此行还对

漳州嘉蕈食品有限公司所承担的福建

省食用菌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

项目子课题进行验收，经专家组考察通

过验收。

古田专场考核会

2016 年 12 月 9 日，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食用菌

产业首席专家胡开辉邀请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院林新坚、福建省食用菌技术推

广总站推广研究员、全国银耳标准化工

作组高级农艺师彭冬祥专家共3人在福

建农林大学古田菌业研究院对海鲜菇、

杏鲍菇、袋栽银耳创新与服务团队的 6

个合作企业古田福泉鑫食用菌有限责

任公司、古田县科兴食用菌研究所、福

建正茸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古田县大野

山银耳有限公司、古田县建宏农业开发

杏鲍菇高产化栽培测产现场



16

有限公司、福建万邦食用菌有限公司进行年终考核，专家组听取各个基层推广站

点工作汇报，考察各站点的任务指标完成情况后，经专家组一致认定上述企业通

过考核。

福州专场考核会

2016 年 12 月 11 日，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食用菌

产业首席专家首席专家胡开辉邀请邀请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院林新坚、福建省

食用菌技术推广总站推广研究员黄志龙、福建省微生物所副所长连云阳 3人在福

建农林大学生命科学院 106 实验室，对海鲜菇、杏鲍菇、袋栽银耳创新与服务团

队的 5个合作企业福建省远山惠民生物有限公司、福建农大食品安全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省合众农业有限公司、福建省同兴菌业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顺昌新菌

都菇业发展公司菌渣综合利用与开发创新与服务团队的 2个合作企业南平正大

欧瑞信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沙县祥云农牧有限公司共 7家企业进行年终验收

会，专家组听取各个基层推广站点工作汇报，考察各站点的任务指标完成情况，

经专家组一致认定业福建省远山惠民生物有限公司、福建农大食品安全科技有限

公司等 6家企业通过考核，要求福建省合众农业有限公司整改相关资料。

2016 年 12 月 11 日，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年终考核会福州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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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推广站点南平市延丰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年终考评会

16 年 12 月 12 日，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菌草创新

与服务团队负责人林占熺研究员邀请福建省食用菌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肖淑霞、

福建省农科院土肥所研究员江枝和南平市建阳区食用菌站站长吴少风共 3位相

关专家，对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辅导企业南平市延丰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的

菌草栽培香菇技术应用进行了现场验收。第一批菌草香菇生产 54600 袋，带动周

围科技示范户 4户，平均单袋鲜菇稳定在 0.93kg，对照栽培木屑香菇平均单袋

鲜菇产量 0.88kg，平均单袋增产 0.05kg，平均每袋增产 5.7%，新配方菌草香菇

生物学转化率达到 93%。与此同时，验收专家对第二批菌草栽培香菇的配方、菌

丝生长情况等也进行了观察。菌草香菇新配方，结合当地实际，选用了当地资源

丰富的五节芒、芒萁等野草，大幅减少了当地木材的使用，也解决了菌草异地采

收运输的成本问题，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验收专家到南平市延丰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现场验收

基层推广站点松溪县竹乡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年终考评会

16 年 12 月 13 日，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菌草创新

与服务团队负责人林占熺研究员邀请福建省食用菌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肖淑霞、

福建省农科院土肥所研究员 江枝和、南平市建阳区食用菌站站长吴少风共 3位

相关专家，对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辅导企业松溪县竹乡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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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菌草栽培香菇技术应用进行了现场测产验收。

合作社一共生产黑木耳菌筒 100620 筒，带动周围科技示范户 25 户，平均单

袋鲜菇稳定在 0.919kg，对照栽培木屑香菇平均单袋鲜菇产量 0.908kg，平均单

袋增产 0.011kg，平均每袋增产 1.25%，新配方菌草香菇生物学转化率达到

65.67%。菌草黑木耳新配方，使用巨菌

草替代了部分木屑，减少了当地木材的

使用量。并且，在提高产量的同时，提

高了木耳的营养和风味，增加了农民的

收入。为进一步推广更高菌草的含量的

黑木耳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具有

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四、福建省再生稻产业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

新品种“广两优 676”再生季又获丰收

10 月 28 日，福建省农科院邀请同行专家，对院水稻研究所承担的国家重

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福建省再生稻产业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再生稻

良种筛选与推广创新服务团队项目，在尤溪县西城镇麻洋村建立的杂交稻新品种

广两优 676 百亩示范片再生季进行产量现场实割验收。验收组专家实地考察了

212 亩示范片田间现场，从中随机选择一类、二类、三类具代表性的田块进行测

产，实割面积分别为 0.1034 亩、0.1041 亩、0.1121 亩，经脱粒、称重、丈量面

积、测定稻谷杂质、水份，示范片一类、二类、三类田比例为 2:4:4，经加权平

均计算干谷亩产为 421.60 公斤。加上头季稻验收产量亩产 819.94 公斤，两季亩

产达 1241.54 公斤。

所谓再生稻，顾名思义，就是在头季稻收割时蓄留稻桩，利用其腋芽萌

发长成新的稻穗，再多收获一季稻谷的栽培方式。再生稻米质优效益好，既节省

了劳动力成本，又减少了农药、水肥等投入。谢华安院士团队育成的“广两优

676”， 米质达到国家优质米标准二级，具有广适应性、抗病性好、米优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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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需肥省等特点，已通过国家和福建省的新品种审定，适宜在江西、湖北、浙

江、闽北等长江流域作一季中稻种植。

农业部和财政部在福建等 10 个省份开展国家重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工作，我

省由福建农林大学作为牵头院校，谢华安院士领衔建设再生稻产业项目。良种筛

选与推广创新服务团队选育的“广两优 676”，在尤溪实施百亩示范片，通过项

目建立的“科研试验基地+区域示范基地+基层农技推广站点+农户”链条式农技

推广新模式，在技术上管理有方、措施得力，在培训上灵活多样、实效显著，尤

其今年在水稻生长关键期数次遭受“尼伯特”、“莫兰蒂”、“鲇鱼”等台风的

严重影响，由于前期预防到位、灾后补救及时，头季、再生季仍获丰收。因此，

该项农技推广模式及相关配套技术，对于发展粮食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

建阳再生稻试点迎机械化测产验收

11 月 8 日，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扬州大学、福建农林大

学的 10 多位农业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对建阳区潭城街道回瑶再生稻示范基

地种植的 300 多亩甬优 2640 号再生稻试验田，进行再生季稻机割测产验收，平

均干谷亩产 404.5 公斤，加上头季稻验收亩产 651.94 公斤，两季亩产达 1056.49

公斤。目前，建阳区全部实现机械化耕作再生稻面积 2500 多亩，平均亩产可达

800 多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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