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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距今已有数千年
的栽培历史。大麦具有早熟、耐旱、耐寒和适应性广的
特点，具有良好的食用、酿造和饲用价值，是重要的啤
酒工业原料和发展畜牧业、水产养殖业的最佳能量饲
料，在我国调整种植业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一、我市发展大麦生产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对大麦需求的不断增加，大麦产业已形
成啤酒大麦、饲料大麦、食用大麦等专用品种广泛种
植和加工应用的格局，特别是啤酒工业对啤酒大麦原
料的需求持续旺盛，每年啤酒大麦需求量350万吨~
450万吨，常年进口啤酒大麦250万吨以上，占啤酒大
麦总消费量的70%。大麦的饲用价值高，是养殖家禽
的优质饲料，在国际上有广泛的应用，一般大麦在总
饲料配比中占30%~40%。另外，大麦适口性好，其青
草利用期长、叶量丰富、草质柔软、营养品质好、粗蛋
白含量高，是一种良好的放牧-刈割兼用型牧草。

我市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域，光照充足，
热量丰富，适宜大麦种植与生产，是我国大麦优势
生产区，常年种植面积30万亩左右。大麦耐贫瘠、耐
盐碱，可充分利用我市山冈薄地和稻茬抛荒地发展
大麦生产，不仅有利于调整茬口，还能充分利用农
闲地，弥补 5月份~9月份（玉米）饲料短缺，促使饲
养业持续稳定发展，有利于扩大饲料来源，解决季
节性饲草不平衡，促进饲料的均衡供应。

二、大麦品种的利用

市农业科学院长期致力于大麦的遗传改良，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大麦品种资源和育
种攻关，在大麦遗传资源研究、种质材料创新、育种
方法研究、新品种选育、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及产业
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初步建立了大麦核
心种质综合评价体系，建设了大麦昆明南繁加代基
地，大麦育种在我省处于领先水平，居全国先进行
列。先后选育出豫大麦 1号、豫大麦 2号、驻大麦 3
号、驻大麦 4号、驻大麦 5号、驻大麦 6号、驻大麦 7
号、驻大麦 8号，2021年新选育的驻大麦 9号、驻大
麦10号、驻大麦11号已申请新品种权保护。当前我
市主要推广种植以下几个专用型大麦品种：

（一）啤用型大麦品种：驻大麦3号和驻大麦9号。
1.驻大麦 3号：是以驻 8909为母本、TG4为父

本，通过有性杂交培育而成的优质啤酒大麦新品种。
2001年8月通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该品种为二棱弱春性啤酒大麦，中早熟，株高75cm~
80cm，生育期200天左右。幼苗半直立，叶色深绿，抗寒性好；分蘖力强，成穗率高，
株型松散，叶片上冲,茎秆粗壮，抗倒伏；平均成穗600万~750万/公顷，穗粒数25~
30粒，千粒重40g~50g，皮淡黄色，蛋白质含量10.3%~11.6%，浸出率79%~80%，
高抗白粉病，轻感条纹、黑穗、赤霉病，耐渍耐旱，落黄好。

2.驻大麦9号：是以沪麦4号为母本、岗二为父本组配杂交组合选育而成。2021
年10月进行植物品种权保护。该品种为二棱春性皮大麦品种，中早熟，生育期190
天左右；穗长7cm左右，株高80cm左右；幼苗为中间型到半匍匐状，生长势强，分
蘖力中等，成穗率高，穗下节长，抗倒性强；株型松紧适中，叶片上举，功能期长；亩成
穗数50万左右，穗粒数30粒左右，籽粒椭圆形，黄色，籽粒大小一致，饱满度好，有
光泽，千粒重42g左右；抗病性表现中抗条纹病、中感白粉病、高抗赤霉病、免疫黄
花叶病、感黄矮病，丰产稳产性好。

（二）饲用型大麦品种：驻大麦4号和驻大麦10号。
1.驻大麦4号：是以驻89039为母本、85威24为父本选择培育而成的超高产饲

料大麦新品种。2001年8月通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品种为春性四
棱皮大麦，中早熟，株高70cm~80cm，生育期200天左右，幼苗直立，苗期叶色黄绿，
拔节后植株清秀，长势强，分蘖力中等，返青拔节期两级分化快，分蘖成穗率高。株型
紧凑，叶片上举。茎秆粗壮，抗倒性强。长芒，粒形接近菱形，皮黄色，半粉，抗落粒，亩
成穗30万~35万，穗粒数50粒左右，千粒重37g。灌浆期芒呈太阳红色。高抗三锈、白
粉病，轻感条纹、黑穗、赤霉病，后期耐旱、耐渍性好，轻感条纹、黑穗、赤霉病。

2.驻大麦10号：是以西南Y121为母本、04088为父本通过有性杂交选育而成。
2021年10月获得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该品种为春性多棱皮大麦，早熟，生育期190
天左右；幼苗为半直立，叶色绿色。株高80cm~90cm，株型紧凑，蜡质重。茎秆韧性
好，抗倒耐肥，分蘖力中等，成穗率高。小穗着生密度中等，穗粒数45粒左右，亩成穗
数40万左右。千粒重32g左右，总淀粉56.2%，蛋白质17%，β葡聚糖4.58%，赖氨
酸0.51%。品种中抗条纹病，中感白粉病、赤霉病，高抗黄花叶病，丰产稳产性好。

（三）食用型大麦品种：驻大麦6号和甘垦5号。
1.驻大麦6号：是以驻大麦4号为母本、87017-3为父本培育而成的裸大麦新品

种。2006年9月通过河南省种子管理站鉴定。该品种属于春性中熟裸大麦，幼苗葡匐，
叶色深绿，有腊质，抗寒性稍差；分蘖力较强，成穗率中等，旗叶宽大，叶片功能期长；
株型半紧凑，茎秆粗壮，穗下节较长；抽穗较晚，但灌浆速度快，成熟落黄好；长芒，穗
子较大，结实性好，千粒重高，粒籽金黄色，角质，抗旱、耐渍性好；亩成穗45万~50万/
亩，穗粒数28~32粒，千粒重38g~40g，丰产、稳产性突出，综合抗病性好。

2.甘垦5号：是由甘肃省农垦农业研究院从美国引进的大麦高代材料NDL6-1
中系统选育而来，原代号垦黑糯1号。该品种春性，多棱裸大麦，生育期190天左右。
株高45cm~53cm，地上5节，穗下节长22.4cm，分蘖2~3个，穗长5.3cm左右，穗
粒数55粒，千粒重28g~30g。籽粒短圆，种皮深紫黑色，腹沟较浅。灌浆后期颖壳全
变黑后籽粒和芒全变黑。抗条锈病。

（四）青贮用大麦品种：驻大麦11号。
驻大麦11号是以04088为母本、05070为父本通过有性杂交选育而成。2021年

10月获得新品种权保护。该品种为春性多棱皮大麦，中早熟，生育期195天左右；幼苗
为中间型到半匍匐，叶色绿色，叶耳绿色。株高90cm左右，株型偏松散，茎秆韧性好，
抗倒耐肥，分蘖力强，成穗率高。穗型柱型，长芒，小穗着生密度中等偏疏，穗粒数45
粒左右，亩成穗数50万左右。千粒重30g左右，总淀粉58.7%，蛋白质14.7%，β葡聚
糖4.29%，赖氨酸0.47%。品种中抗条纹病、中感白粉病、中感赤霉病、高抗黄花叶病、
感黄矮病，丰产、稳产性好。③5

（作者系国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
系、河南省甘薯杂粮体系驻马店综合试验
站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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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春芬 门庆庆）

发展产业、促进就业是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汝南县张楼镇注
重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充分发挥财政
衔接资金作用，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财
政资金保值增值能力，全面推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将车间建到家门口，把生产线搬到
村里头，带动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进
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步入乡村振
兴快车道。

在张楼镇庙东村明清麻制品有限
公司，笔者见到 20多名不同年龄的村
民正忙着加工产品。“这项工作只要眼
明手快，就能胜任。”该企业负责人说。

王沟村村委班子发挥组织引领带
动作用，开展招商引资工作。2017 年，
该村充分发挥扶贫车间作用，以诚招
商，吸引箱包厂前来投资。经过多年的
经营与发展，2022年，明清麻制品有限
公司在张楼镇王沟村、庙东村、方桥居
委会开办了 3个箱包厂，为 120多名村
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人均月工资 2500
元左右。

“致富带富”型村党支部书记带领
村民发家致富。庙东村党支部书记李文
书不仅是种粮能手，而且有经商头脑。
2020年，他在村里开办了藤编加工厂，
现有工人 26名，这些工人中大部分是
脱贫户。在他的带领下，不仅村民收入

有提高，而且村集体收入年均在 20万
元以上。

大力发展板材加工，打造重点优
势产业集群。走进该镇河北居委会、张
楼居委会、方桥居委会、王沟村、守法
李村，远远就能看见成片的杨树板材
木皮在太阳下晾晒，一张张黄棕色的
薄板皮在阳光照射下像一张张闪亮的
名片，凸显了该镇板材加工产业的兴

旺。
目前，张楼镇共有从事板材加工的

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 7家，其中产值
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2家，从业人员超
过 1000 人。同时，该镇还有 30 个小微
企业，其中庙东村、王沟村有 10个小微
企业建在村里，不仅鼓起了村民腰包，
也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加快了乡村
振兴的步伐。③5

张楼镇 村级小微企业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国网驻马店供电公司组织输
电运维人员走进沈卢高速沈遂段工程
建设项目部，就 1000千伏豫阳特高压
输电线通道周边施工建设涉电风险签
订下达隐患告知书，并在施工现场埋设
警示标志。这是该公司开展以“寻银线
护天中”为主题的社会责任周活动的一
个场景。

驻马店市区域内有特高压输电线
路 5条，总长 538 千米，均为国家重点
工程、国家特高压输电线路重要密集通
道，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大动脉；接地极
线路1条，总长105千米；500千伏超高
压输电线路 19条，总长 927千米。区域
内特（超）高压输电线路合计 1465 千
米，位居全省第二。

为全面做好驻马店区域内特高压
属地协调和快速响应工作，提高特高压

通道安全防护质效，保障特高压大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9月 13日以来，国网驻
马店供电公司积极组织特高压沿线过
境县公司集中开展以“寻银线 护天中”
为主题的社会责任周活动。活动中，该
公司输电运检专业磐石运维班及相关
县公司运维专业焦裕禄共产党员服务
队，分别深入过境特高压沿线，对特高
压输电线路开展特殊巡视，重点对线路
通道内树木隐患、新增外破施工、杆塔
基础等内容进行排查记录。在沿线项目
施工现场，电力工作人员向施工人员宣
传讲解线下施工注意事项，现场埋设警
示标志，并下发安全隐患告知书。同时，
电力工作人员还走进沿线种植大棚，向
农户宣传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及安全用
电常识，增强群众对供电设施的保护意
识。③5

寻银线 护天中
保障天中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记者 田 久 通讯员 黄文静

图① 9 月 13 日，国网西平县供电公司向种植大棚

群众宣传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及安全用电常识。⑥5

通讯员 宋鹏飞 摄

图② 9月14日，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组织共产党员巡

线队对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沿线居

民进行特高压安全常识宣传。⑥5 通讯员 李宏宇 摄

图③ 9月13日，国网遂平县供电公司运维人员对过镜

特高压输电线路进行特殊巡视。⑥5通讯员 马赛男 摄

图④ 9 月 15 日，国网泌阳县供电公司组织焦裕

禄共产党员服务队对陕西—武汉±800 千伏特高压

直 流 输 电 线 路 进 行 特 殊 巡 视 ，并 宣 传 防 外 破 知

识。⑥5 通讯员 王 超 摄

图⑤ 9 月 14 日，国网平舆县供电公司输电运维班

人员对 500 千伏嵖挚 1、2 线和豫挚 1、2 线开展特殊巡

视。⑥5 通讯员 闫 轲 摄

图⑥ 9 月 14 日，国网上蔡县供电公司输电专业人

员在 1000 千伏豫阳特高压输电线通道周边施工建设

现场埋设安全警示标志。⑥5 通讯员 张海登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平舆县双庙
乡开展严禁河湖破堤种植、非法围垦
专项整治行动，确保河道畅通。

双庙乡在乡一级成立了以党委
书记任组长、乡长任副组长、包村班
子任成员的严禁破堤种植领导小组，
在村一级成立了以村党支部书记为
组长、“两委”干部和小组长为成员的
领导小组，划定片区，明确目标，夯实
责任。

为营造保护环境的氛围，该乡通

过悬挂横幅、发放告知书等方式，全
面宣传破堤种植、非法围垦的危害；
利用村委大喇叭和宣传车等方式循
环播放严禁河湖破堤种植、非法围垦
的通告。

同时，该乡加大对破堤种植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对发现的破堤种植
河段进行整改，确保境内的破堤种植
现象得到有效治理，实现了河道畅
通。③5

（王仲华 梁 振）

双庙乡

严禁破堤种植 确保河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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