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市南海区农林渔业局
主动公开

转发佛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关于推介发布

2019 年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的通知

各镇（街道）农林渔业局、农林服务中心:

现将《佛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关于推介发布 2019 年农业主

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各镇（街道）按照文

件的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附件：佛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关于推介发布 2019 年农业主

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的通知

佛山市南海区农林渔业局

2019 年 2月 1日

（联系人：李炳南，联系电话：8639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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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佛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佛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关于推介发布
2019 年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的通知

各区农业技术推广部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农业厅关于加强良种良法推

广有关文件精神，全面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乡村振兴战

略，引导农民科学选用优良品种和轻简配套技术，推进农业科技

快速进村、入户、到场、到田，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我中心

以第十二届佛山市农业良种良法展示会为依托，组织遴选了2019

年53个农业主导品种和22项主推技术（见附件），现予推介发布。

请各区各单位高度重视，加大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的推广应

用力度，结合实际，依托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建设项目，加强新品种、新技术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广大农

民选择应用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意识，促进我市农业增效

和农民增收。

附件：2019 年佛山市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

佛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19 年 1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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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佛山市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

一、主导品种（53个）

（一）蔬菜（18 个）

1、长绿 2号苦瓜 适宜我市各地春、秋季种植。

2、雅绿 6号丝瓜 适宜我市春、秋季种植。

3、绿源 3号丝瓜 适宜我市各地春、秋季种植。

4、紫荣 6号茄子 适宜我市全年均可种植。

5、秋盛芥兰 适宜我市各地秋季种植。

6、白沙青丰 3号黄瓜 适宜我市春、秋季种植。

7、雅绿 6号丝瓜 适宜市省丝瓜产区春、秋季种植。

8、铁柱 2号冬瓜 适宜我市各地春、秋季种植。

9、农丰长茄 适宜我市春、秋季种植。

10、玲珑节瓜 适宜我市各地春、秋季种植。

11、绿源 2号丝瓜 适宜我市春秋季种植。

12、南山 1号苦瓜 适宜我市春秋季种植。

13、新宝来丝瓜 适宜我市春秋季种植。

14、台南 55（椰菜花） 适宜我市秋季种植。

15、江科 3号大顶苦瓜 适宜我市春秋季种植。

16、杂交大肉丝瓜 适宜我市春秋季种植。

17、前途 533（椰菜） 适宜我市秋冬季种植。

18、铁柱 168 冬瓜 适宜我市春秋季种植。



— 4 —

（二）花卉（9 个）

1、汕农王子蝴蝶兰 适宜我市各地温室大棚设施栽培。

2、翔凤蝴蝶兰 适宜我市各地温室大棚设施栽培。

3、宫粉蝴蝶兰 适宜我市各地温室大棚设施栽培。

4、旭日红掌 适宜我市各地温室大棚设施栽培。

5、香水百合 适宜我市秋冬季温室大棚栽培。

6、彩霞红掌 适宜我市温室大棚设施栽培。

（三）水果（5 个）

1、红铃番木瓜 适宜我市肥水充足的沙壤土种植。栽培上要

注意育大苗、施足基肥、早定植、早管理、施重肥；定期防治蚜

虫、红蜘蛛和白粉病、炭疽病；重点预防环斑型花叶病毒病（PRSV）。

2、“中蕉 3号”香蕉 适宜我市香蕉产区种植。

3、大丰 1号香蕉 适宜我市种植。

4、红日 1号番木瓜 适宜我市种植，栽培上注意防治病毒病。

5、粤引台农芒果 适宜我市种植。

（四）水稻（7个）

1、五山丝苗 适宜我市稻作区早造种植。栽培上要注意防治

纹枯病。

2、新丝苗 适宜我市稻作区早、晚造种植。

3、农晶丝苗 适宜我市早、晚造种植。

4、禅山占 适宜我我市稻作区晚造种植。

5、三澳占 适宜我我市稻作区早、晚造种植。

6、莉苗占 适宜我市稻作区早、晚造种植。

7、佛稻占 适宜我市早造种植。栽培上要注意防治白叶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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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玉米（4 个）

1、佛甜 2号 适宜我市各地春、秋季种植。

2、粤甜 16号 适宜我市各地春、秋季种植。

3、粤甜 20号 适宜我市春、秋季种植。栽培上注意防治玉米

螟、大斑病、茎腐病和南方锈病。

4、粤彩糯 2号 适宜我市春、秋季种植。在玉米锈病重发地

块慎种，特别在干旱、冷凉季节注意做好防治工作。

（六）花生（2 个）

1、仲恺花 10 号 适宜我市水田、旱地作春秋季种植，尤宜做

鲜食果栽培。

2、粤油 45 适宜我市花生产区种植。栽培上要注意青枯病的

防治。

（七）水产（8 个）

1、加洲鲈 适合我市养殖的优质品种，养殖上要注意控制养

殖密度及养殖水质的有效调控，注意防控暴发性的细菌性烂身病。

2、桂花鱼 适合我市池塘养殖，养殖上要注意优质苗种的选

择，注意控制养殖密度及养殖水质的有效调控，实现安全生产。

3、生鱼 适合我市池塘养殖，养殖上要注意选择优质苗种，

合理控制养殖密度，有效调控养殖水质，实现安全生产。

4、黄颡鱼 适合我市池塘养殖，养殖上要注意水质调控，注

意预防细菌性烂身.出血病的暴发，实现安全生产。

5、泰国笋壳鱼 适合我市池塘养殖，注意合理安排当年养殖

上市计划或做好防寒越冬准备。

6、宝石斑 适合我市池塘养殖，养殖水温宜保持在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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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合理安排上市出售计划或做好防寒越冬准备。

7、鳖 适合我市池塘养殖，养殖上要注意优质种苗的选择，

做好水质调控，注意防治细菌性病。

8、鳗鱼 适合我市池塘养殖，要严格控制安全养殖药物的使

用。

二、主推技术（22 项）

1、华南菜田化肥面源污染防控技术。

2、蔬菜自动化测墒灌溉技术。

3、蔬菜避雨栽培技术。

4、自走履带式纵轴流水稻联合收割机械化技术。

5、谷物烘干机械化技术。

6、水稻“三控”技术。

7、双季超级稻强源活库优米栽培技术。

8、农业物联网关键技术推广。

9、大田蔬菜绿色健康栽培技术。

10、蔬菜水肥同步精准灌溉施肥技术。

11、新型复合肥高效施用技术。

12、阳台蔬菜种植技术。

13、南海大顶苦瓜栽培技术。

14、设施蔬菜 LED 补光技术。

15、蔬菜工厂化育苗技术。

16、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17、农作物高效植保机械技术。

18、农区鼠害可持续治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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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桑基鱼塘综合技术。

20、土壤重金属治理技术。

21、无花果高效栽培技术。

22、优质百合鲜切花商品生产技术。

抄送：佛山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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