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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保护学会2015 年工作会议暨十一届六

次常务理事会在西安召开

2015 年 4 月 22～24 日，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2015 年工作会议暨十一届六次常务理事会在西

安召开。会议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和陕西省植物保护学会承办，陕西省植物保护工

作总站和陕西省农药工业行业协会协办。来自分

支机构、省级植保学会负责人和常务理事共 80

余人出席会议。

文丽萍副秘书长传达中国科协八届七次全

委会主要精神；王振营秘书长简要总结学会 2014

年主要工作，安排布置 2015 年工作计划；万方浩

副理事长作专题报告，介绍“一路一带”的愿景

与规划—植保国际重大合作项目发展契机。会议

还听取了张朝贤副秘书长代表学会秘书处作的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提

纲》，新疆、浙江、陕西省植保学会介绍工作经

验，以及吉林省植保学会高月波秘书长汇报 2015

年学术年会筹备情况。

与会代表针对学会 2014 年工作报告和 2015

年工作计划、“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2015 年

学术年会大会主题和大会报告内容及专家人选、

2016年植保科技奖申报时间提前于2015年 10月

开始启动以及《中国农作物病虫害-第三版》出版

发行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建议。

我学会理事长陈明研究员参加了会议。

（赵峰 供稿）

第八届国际草种子大会在兰州大学召开

2015 年 6 月 22 日-28 日，由国际草种子组织

主办，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

室（国家外专局“111”引智创新基地）和草业农

业科技学院共同承办的第八届国际草种子大会在

兰州大学召开，此次会议是草类植物种子学术界

和产业界规格最高的世界性大会，也是首次在亚

洲和发展中国家召开。大会主题为“种子、环境

和生活”，并设“草类种子的遗传与育种”“草

种子生产：高产与环境可持续”等 5个专题。大

会分学术报告和技术研讨两部分，共吸引了来自

中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 12 个国家的 170 余名

专家学者参会。

副省长郝远、国际草种子组织主席菲尔·罗

尔斯顿，兰州大学校长王乘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郝远在致辞中说，甘肃省政府始终秉承改革开放

的方针，吸收各国发展经验，推动全面发展。希

望各国专家对我省农业生产、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养提出宝贵建议，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李彦忠 供稿）

会议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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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植保国际联盟（筹）及重大国际

合作项目发展磋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2015年 5月14-16日，由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一带一路植保国际联盟”筹备委员会主办，中

国植物保护学会生物入侵分会承办，MOA-CABI 生

物安全联合实验 室和农业部外来生物预防与控

制研究中心协办的“一带一路”植保国际联盟（筹）

及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发展磋商研讨会在中国农科

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成功召开。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陈万权理事长阐述了“一

带一路”植保国际联盟（筹）的重要意义以及中

国植物保护学会在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的设

想。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金轲副局长出席

会议并致辞。学会副理事长万方浩研究员做了题

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植保国际重大合作

项目发展契机的主题报告；丝绸之路经济带、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六个经济带/圈/区的

代表分别做了区域调研报告。与会专家针对调研

报告、“一带一路”重大国际植保项目发展计划

与行动方案、“一带一路”植保国际联盟筹建进

行了研讨，并就筹建“一带一路植保国际联盟”

（One Belt and One Road - Plant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BOR- PPIC）取得共

识。本次会议将为促进“一带一路”植保重大国

际合作与学术交流，发展“一带一路”植保链式

整合技术，促进国家和地区间技术转移，提升中

国 植保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为

中国植保国际化做出贡献。

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 64 个科研单位、

高等院校、组织机构等的 130 余位植保领域的专

家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共同响应国家“一带

一路”的战略愿景与规划，促进“一带一路”国

家和地区农业绿色生产与健康发展，保障粮食安

全、生物安全与生态安全。

我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金社林研究员作为

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的代表,参加了此次

会议。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供稿）

2015 年我省平凉庆阳白银

冬小麦 “一喷三防”工作顺利开展

为保证“一喷三防”技术补助政策落到实处

确保夏粮稳产增产，2015 年 6 月 9 日至 14 日，

省植保植检站对平凉、庆阳、白银三市 2015 年冬

小麦“一喷三防”技术补助政策落实情况等进行

了督查。从督导情况看，三市今年冬小麦“一喷

三防”工作按照省上实施方案要求，认真安排部

署，制定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加强资金监

管，强化措施落实，注重示范引导，最大限度保

障了冬小麦稳产增产。

一、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案。5月上

旬，平凉、庆阳两市农牧局分别下发了实施方案，

分别成立了冬小麦“一喷三防”工作领导小组和

技术指导小组，制定了实施办法和操作规程，明

确了目标任务，强化协调配合。各县区高度重视，

及时成立了由分管县政府领导任组长，县农牧局

信息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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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任副组长，各乡镇镇长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

组，具体负责“一喷三防”的实施和管理。县农

技中心成立了由中心主任任组长，县、乡农技人

员为成员的技术指导小组，负责“一喷三防”技

术指导及培训等工作，为保质保量实施“一喷三

防”提供了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撑。

二、加强病虫监测，适时开展防治。从 3月

上旬开始，各县区实行定人、定点、定时“三定”

监测办法，认真开展系统调查和全田普查，准确

掌握小麦病虫发生发展动态，每周将信息报送市

农技（植保）中心（站），宁县还通过印发《农

技服务》，在网络上发布病虫发生、预测预警及

防控信息，为各级领导正确决策和各乡镇适期开

展防治提供科学依据，三市共发布病虫情报 90

余期。

三、大力宣传培训，抓好目标落实。为组织

发动群众做好冬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市县两

级农业部门共抽调 280 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分赴各

乡镇，深入田间地头，组织开展培训。三市共开

展各种形式的培训 42 期 4785 人次，发放各种宣

传资料 16.7 万份。灵台县从 5月初起，抽调 30

名专业技术骨干，利用宣传直通车，连续一个月

深入生产一线向农户宣传培训，营造了良好的统

防统治和群防群治氛围，大大提升了“一喷三防”

技术的覆盖面和入户率。

四、不等不靠筹物资，早防早治见实效。针

对今年“一喷三防”资金到位较迟、后期降雨增

多、部分田块小麦倒伏较重、病虫发生偏早的实

际，各县（区）植保技术部门在省方案下达的第

一时间，向农牧局分管领导请示汇报，县（区）

农牧局、政府采购中心高度重视，以竞争性谈判

等相对较快方式采购物资，缩短了采购时间。为

不错过最佳防治时期，宁县、灵台、会宁等县区

不等不靠，在抓紧物资招标采购的同时，把重大

病虫采购物资和库存的农药全部投放到条锈病早

发区、重发区，立即组织开展应急防控，有效遏

制了条锈病的扩散蔓延。

五、加班加点发物资，全力以赴抓防治。6

月上旬多雨、多雾天气加速了小麦条锈病、白粉

病等重大病虫的扩散蔓延。小麦“一喷三防”采

购物资到位后，各县区农技中心加班加点，快速

精准做好物资发放工作，确保物资尽快投放到各

乡镇村组和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药物发放到位

后，各乡镇紧急行动，全力组织开展群防群治和

专业化统防统治。一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喷药器械，

抓住关键时期，按照“区别对待，分类防治”的

原则，对轻度发生区打点保面，发现一点，控制

一片。对重发区特别是高感病品种，实行“统一

供药、统一配方、统一时间、统一技术、统一机

械”的五统一机制，组织专业化统防组织开展集

中防治。二是选拔运行能力强的专业化统防统治

组织，采取“定区域、定面积、定药剂、定防效、

定酬劳”的五定原则，根据防控效果确定误工补

助，确保专业化统防统治真正发挥作用，最大限

度提高防效和农药使用效率。同时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分片包干，跟踪指导，确保不留死角。

六、示范引导作窗口，典型带动促防控。为

了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投入“一喷三防”工作，宁

县、灵台、会宁等小麦绿色防控与专业化统防统

治融合示范县，在全县关键地带布置 3-5 个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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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利用全县已经建立的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

专职配备技术人员，全天候、全方位跟踪服务，

集中力量、技物结合，在示范点大力开展小麦病

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将融合示范点作为宣传小

麦病虫害防控的窗口，真正把小麦绿色防控的实

用技术和统防统治的防控效果展示出来，起到良

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甘肃省植保植检站 供稿）

天水小麦条锈病菌源基地综合治理技术措施

天水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气候过渡带，

境内年平均气温 10.2℃，极端最低气温-17.5～

-24.9℃，极端最高气温 31.7～38℃，无霜期

141～200d，年降水量 480mm～610mm，海拔

765-3120m，气候区域性差异显著。冬小麦年种植

面积 200 万亩左右，从海拔 760 m 的河谷川区到

2800 多 m 的高寒阴湿山区均有种植。特殊的地理

位置、错综复杂的自然条件和小麦的垂直分布使

天水成为小麦条锈病菌生理小种变异、积累的策

源地，小麦条锈病菌在海拔 1500m 以上区域的自

生麦苗上越夏，海拔 1900m 以下区域冬小麦上越

冬，周年侵染循环。同时，天水是全国小麦条锈

病流行的菌源基地，秋季为我国东部麦区秋苗发

病提供菌源，春季为中西部麦区提供菌源，发生

程度直接影响着全国小麦条锈病的流行趋势。因

此，天水小麦条锈病的治理对全国小麦条锈病的

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七五”以来，

通过和国内外科研院校的密切合作，不断研究探

索，形成了小麦条锈病治理行之有效的综合措施：

1、调整种植结构，压缩小麦面积。10 多年

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作物结构调整和退

耕还林还草。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小麦条锈

病核心越夏区压缩小麦面积，分区域推广地膜玉

米、马铃薯、冬油菜、冷凉蔬菜、葵花、蚕豆、

中药材，苹果、梨、桃、樱桃、葡萄、花椒、核

桃等果树；在林缘小麦种植区和坡度大于 25°的

田块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现已实现了作物多样

性，小麦面积明显减少。

2、加强抗锈品种选育，实行多品种多抗源合理

布局。当地育种部门广泛合作，选育出了一大批

不同抗源的抗、耐锈品种，如兰天系、中梁系、

天选系等，在主要越夏区域推广种植，通过这些

品种的合理布局利用，对降低条锈病流行频率和

流行强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铲除自生麦苗。每年夏秋季对小麦田伏耕灭茬

2次以上，铲除自生麦苗，有效降低小麦条锈病

越夏菌源量，减轻秋苗发病程度。

4、秋播药剂拌种。用 1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拌

种，已实现了全覆盖。

5、适期晚播。在不影响小麦正常生长前提下，比

正常播期推迟 7-10 天播种。

6、加强病情监测，及时发布病虫情报。在全市不

同区域小麦条锈病早发、重发区设立了 66 个定点

观测点，1996 年起，每年按不同区域种植抗锈性

观察圃 11 个，每个观测圃种植当地主栽品种 30

－40 个，从秋苗期开始，定期进行监测调查，准

确掌握小麦品种整体抗锈水平，为预报提供了科

学依据。

7、秋苗喷药防治。秋苗期对小麦条锈病发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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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点片控制，当普遍率达到 1%以上时，用 20％

三唑酮乳油或 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进行喷

药防治。

8、普发流行期防治。当春季条锈病普遍率达到

5%以上时，进行多次喷药普防，有条件的区域组

织专业化防治队进行统防统治，直至有效控制其

流行危害。

通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小麦条锈病菌源基

地综合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核心越夏区小麦面

积已压缩到原种植面积的 20%以下（原面积 108

万亩左右）。条锈病发生程度逐年减轻，2002 年

以来连续 13 年控制在了较轻流行范围之内，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天水市植保植检站 供稿）

定西市植保站技术干部积极开展

“三区” 科技服务

根据《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

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实施方案》

和《甘肃省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

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实施方案》

相关要求，农业技术部门通过为受援对象提供科

技指导、技术培训和物资援助等系列活动，有效

推动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等“三

区”早日脱贫致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定西市植保站今年在积极开展科技部实施的“三

区”科技服务工作中，为凯凯、德源、利康等 4

家农业科技企业，为弘泰、鑫玲等 3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和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等 8家受援组织开展

全方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药科学合理使用、

绿色防控技术、统防统治、先进植保理念等技术

服务指导的同时，还多渠道筹款购物，为单位 12

名专业技术人员结对援助的农业科技企业和农民

专业合作社尽力提供一定的物质援助。近期站上

安排专人为 8家农业科技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送去了防治晚疫病农药宝大森 40 箱，德国巴斯夫

-凯特 240 瓶，中保阿泰灵 8袋；捐赠机动喷雾器

8台；赠送马铃薯病虫害诊断与防治图书 8册、

马铃薯病虫防治分册 8本、马铃薯晚疫病综合防

治技术 160 余份，本次活动的开展赢得了受援组

织的普遍好评，也为加快我全市马铃薯产业转型

升级发展步伐，推进定西精准扶贫工作做出了积

极贡献。

（定西市植保植检站 供稿）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作物叶螨综合防控技术

研究与示范推广》科技骨干培训班在武威举办

2015 年 5 月 9-11 日，由甘肃农业大学草业

学院主办、武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承办的“玉

米叶螨综合防控技术科技骨干培训班”于武威市

成功举办。会议特别邀请国家公益性行业（农业）

科研专项《作物叶螨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推

广》首席专家南京农业大学洪晓月教授、项目执

行专家西南大学王进军教授围绕作物叶螨综合防

控技术作了专题报告。同时，项目组还邀请了玉

米病虫害防控专家王生荣教授、彭治云研究员、

唐峻岭高级农艺师、尚素琴副教授及徐生海高级

农艺师就当地主要玉米病虫害防控技术进行了培

考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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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培训得到了武威市相关单位及当地农民的积

极响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当地制种玉米及

玉米产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刘长仲 供稿）

兰州大学牧草病害研究团队在甘肃省

开展了苜蓿病害调查

自 2015 年苜蓿返青之后至今，兰州大学李彦

忠教授和其博士研究生徐杉、硕士研究生宋雨阳、

安欢乐等在甘肃省会宁县、榆中县、永登县等地

开展了苜蓿病害调查，并应甘肃省草原管理工作

总站委托前往民乐县和兰州市南山苜蓿试验点开

展苜蓿死亡原因调查。

与 2014 年相比，2015 年返青后病害发生较

轻，2014 年返青后 1月内，榆中县苜蓿霜霉病和

褐斑病普遍发生，而 2015 年仅有霜霉病零星发

生，而未发生褐斑病。5 月时会宁县和永登县少

量发生茎点霉叶斑病。

经田间调查和室内研究确定，民乐县苜蓿死

亡的原因为黄萎病，仅发生于民联乡刘信村和洪

水镇乐民村，发病率分别为 45.3%和 20.7%，但在

民联乡宋营村、洪水镇的于庄村和文光村、六坝

镇开发区、三堡镇的宿官村等地未见发生。草原

管理工作总站试验地苜蓿死亡主要为播种品种的

抗寒性差，越冬期冻死所致，也有少量根腐病。

(李彦忠 供稿)

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植物抗病虫和病害流行

与控制学术研讨会”及“2015 年西北植物病理

学会学术年会”的通知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植物抗病虫专业委员会、

植保系统工程委员会、植保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

与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植病流行专业委员会、抗病

育种专业委员会、西北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甘

肃省植物保护学会和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承办的“第四次全国植物抗病虫和病害流

行与控制学术研讨会” 及“2015 年西北植物病

理学会学术年会”将于 2015 年 8 月上旬在甘肃省

兰州市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重大生物灾害、粮食安全与西北植物病理学

科的发展

二、会议内容

1.植物抗病虫性及抗病虫育种研究进展；

2. 重要有害生物发生规律及监测预警研究；

3. 西北地区植物病害发生与防治研究现状

三、时间、地点

1. 会议时间：2018 年 8 月 7-9 日。8 月 7

日报到，8月 8 日学术交流，8月 9 日考察或离会。

2. 会议地点：甘肃省兰州市西北宾馆（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 649 号）

四、会议论文征集

论文摘要或全文请参照《植物病理学报》格

式要求，请将论文文稿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之前

研究动态

会议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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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送 到 gsppi66@163.com ， 并 抄 送

szy20020815@163.com。

五、会议费用自理

参会报到时缴纳会议费，会议正式代表每人

800 元，学生每人 500 元（凭学生证），交通和

住宿费自理。

酒店住宿标准：标准间 280 元/天。

六、联系方式

总负责人：金社林 0931-7614843，zbsgs@163.com

联系人：

赵峰 13919821293，gsppi66@163.com （会议事

务及参会回执）

孙振宇 13139270787,szy20020815@163.com（第

四次抗病虫学术研讨会）

漆永红 13893472584，qiyonghong920@sina.com

( 西北植病学会学术年会）

关于召开《中国植物保护学会2015 年学术年会》

的第二轮通知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2015 年学术年

会”拟于 2015 年 9 月 9-12 日在吉林省长春

市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主

办，吉林省植物保护学会、吉林省农业科学

院、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承办，植物病

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农业科

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协办。会议报到、酒店

联系、报到注册等会务由一之舟（上海）会

展有限公司协办。(详情请查询中国植物保

护学会网站 http://ipmchina.net/index.h

tml)

责任编辑 赵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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