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收新路

记者连线皖东、皖南部分种植户和农业专家———

“烟花”过后如何抓好田间管理

■ 本报记者 刘刚

今年第 6 号台风“烟花”给我省
部分地区带来大风降雨，受到此次台
风影响，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有所损
失。 “烟花”过后如何尽快恢复生产？
记者就此采访了省内部分专家。

部分地区农田受淹

此次“烟花”台风对我省东部和
南部影响较大，一些农户反映虽然降
雨不如去年大，但也有农田被淹。 “7
月 27 日的降雨很大， 我们村里大概
有 300 多亩水稻田受淹， 估计有 200
多亩水稻要绝收。 ”来安县大英镇五

茬村种植大户刘永兵今年种了 2000
多亩水稻，他对记者说，这次台风的
降雨量比去年少，但由于当地距离滁
河较近，一些低洼处的水稻田还是被
水淹没，造成一定的损失。 “我种的水
稻有 150 多亩至今还在水里，可能要
绝收。 ”刘永兵说，他已联系当地有关
部门， 今明两天就会把水排出去，争
取补种一些蔬菜，减少损失。

曾凡海是宣州区沈村镇双塘村
的种植户，这次台风对他的影响还是
很大的。 “7 月 26 日晚上，开始降雨刮
风，一直持续到 28 日凌晨，我种的水
稻有三分之一受淹。 ”曾凡海今年种
植水稻 160 亩，目前受淹面积达到 50
多亩，水深一米三左右。 据他估计，这
次绝收面积可能达到 40 亩左右。

水稻田要尽快排水

受灾较重的农户告诉记者，他们

希望专家给出指导意见，帮助减少损
失。 记者就此采访了省水稻产业技术
体系专家吴文革。 吴文革说，如果是
双季早稻，台风过后农户要根据受灾
情况，及时抢收倒伏田块早稻，避免
出现穗发芽和霉烂。 如果是一季中
稻， 损失较轻的田块要尽快排水抢
救。 阴天时可采取一次性排水，如遇
烈日高温天气，应先使水稻上部露出
水面， 下午温度下降后再排掉积水。
对于受台风影响倒伏较严重的一季
中稻，可用尼龙绳或杂草捆扎，喷施
磷酸二氢钾等外源生长调节剂或叶
面肥，促进稻株快速恢复生长。 防治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白叶枯病可选用
叶青双、噻菌酮等；防治纹枯病、稻瘟
病可选用井腊芽、拿敌稳、稻瘟灵等
药剂，同时加强稻纵卷叶螟、稻飞虱
和二化螟的虫情观察，适时防控。

此时，双季晚稻正处在秧田待插

阶段，受灾后应视苗情采取措施。 秧
田受涝后应及早排水露苗，清洗叶片
上的泥浆。 排水时要保持适当的浅水
层，防止灾后升温过快造成青枯死苗。
对于受灾严重的稻田，可在退水后补
改种绿豆、玉米和秋大白菜、秋萝卜、
辣椒、黄瓜、菜豆、芹菜、番茄等蔬菜。

玉米棉花受灾后的管理

当前正值我省夏播玉米大喇叭
口期前后， 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
强降雨和局部可能发生的洪涝灾害，
将会对当前玉米生长产生不利影响。
省农科院专家陈洪俭告诉记者，农户
要及时清理三沟， 切实做到围沟、腰
沟、畦沟三沟配套。 清除沟中淤泥，保
证三沟畅通，提高排水效率，排除田
间明水。 玉米遭受洪涝灾害后，由于
田间积水，土壤、空气湿度较高，加之
玉米受损后抗性弱，易发生病害。 用

防真菌药剂如 70%甲基托布津 800
倍液或 50%多菌灵 500 倍液，喷施防
治病害，隔 7 天再喷 1 次。 对于水毁
田块，我省各地 7 月底前均可以补改
种鲜食玉米。

目前也是我省棉花生长的关键
时期。 省农科院棉花所专家郑曙峰
说，棉花发生涝渍后，要在雨止后迅
速进行叶面喷肥， 及时补充养分，做
到 “水伤肥补”。 主要采用叶面喷施
2%尿素液+0.5%磷酸二氢钾液， 或喷
施棉花专用大量及微量元素水溶肥，
每隔 5 天喷施 1 次， 连续喷 3 次以
上。 发生涝渍灾害后，棉田后期生长
棉花较嫩，棉铃虫、斜纹夜蛾、盲蝽蟓
等虫害发生可能会加重，要注意及时
防治。 同时持续阴雨天气，棉田湿度
加大，棉铃多种病害并发，要及时摘
除铃壳发黑棉铃， 用 1%的乙烯利溶
液浸蘸后晾晒，减少烂铃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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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农技人员指导防范台风

本报讯 为严密防范台风 “烟
花”可能造成的影响，减少农业财产
损失，芜湖市 680 余名农业技术人员
分组深入生产一线，现场指导农民做
好各项防抗台风工作，确保把台风带
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在芜湖市湾沚
区红珊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现场，农
技人员指导企业防范台风。 由于该
企业还有火龙果、葡萄等应季水果未
采摘，农技人员详细讲解了农作物防
抗台风知识， 帮助做好大棚加固，及
时采摘已成熟水果。

（徐新山 娄阳）

关帝庙抢排田间积水

本报讯 受强台风“烟花”的影
响，7 月 28 日，砀山县关帝庙镇境内
突然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风雨侵
袭，部分树木连根拔起、拦腰折断；玉
米等农作物大面积倒扶；坑塘河沟爆
满，部分低洼村、农田积水严重。 面
对汛情，镇党委政府及时向镇村党员
干部发出抗洪救灾命令。 人大代表、
党员干部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投身到
抗洪抢险第一线，及时疏通村庄和沟
渠水道，全面排查修复电力等基础设
施。 目前，全镇农户家积水现象已基
本排除，正在外排田地积水，确保农
作物损失降到最低。 （周效义）

灵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助农富

本报讯 今年灵璧县计划培训
职业农民 400 人，目前各项培训正有
序推进。 该县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与产业发展结合机制，经营管理型
培训对象每人结对帮扶同产业的脱
贫户 1 个以上。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与农业职业教育、农业行业职业技
能鉴定结合机制，支持参训农民参加
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参加农业行业
职业技能鉴定。 持续跟踪农民训后
产业发展，开展政策宣讲、项目推介、
技术指导等延伸服务，对接金融信贷
和农村电商，加大产业支持力度。

（李璇）

金拱严格特色种养项目管理

本报讯 近日，怀宁县金拱镇抽
调专人组成验收小组，开展“四带一
自”特色种养业提升民生工程申报的
自主发展特色种养加项目现场验收
工作。 金拱镇此次共申报特色种养
加奖补资金 29.7 万元， 其中种植果
园 2 户，种植优质杂粮 49 户，种植蔬
菜 9 户，精养鱼塘 68 户，饲养家禽 5
户， 农产品加工业及手工小作坊 7
户。 验收结束后，该镇将严格执行产
业项目奖补资金公示等程序，实现补
助对象和标准公开透明，奖补资金及
时发放到户。 （ 程灵龙）

7月 25日，来五河县朱顶镇陈台村设施蔬菜示范基地收购泡椒的客商络绎不绝。今年，该基地近 2200
亩泡椒喜获丰收，亩产达 9000多斤，亩效益 1.3万元左右。 据了解，近年来，陈台村通过“企业+农户”的模
式，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订单农业促进辣椒产业化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刘玉才 摄

一片树叶种出致富“良方”
合作社离家只有几步路远，姚

崇菊一年 365 天至少有 300 天在
合作社上班，从事杨桐切枝、切叶
加工。

“先把树叶搞干净，破叶和虫叶
要去掉。 再把杨桐枝叶按照宝塔形
状捆扎成束，也就是一把一把的，有
的用塑料绳编花捆住， 有的就用橡
皮筋捆住。 ”姚崇菊说，合作社实行
计件工资， 她平均每天加工杨桐
240 至 260 把，可挣 120 多块钱，一
年下来收入有近 4万块钱。此外，姚
崇菊在自家的 5亩竹林里也种了些
杨桐，自己采摘加工后卖到合作社，
年收入约 2万元。 她还在合作社入
股 2万元，年底获得分红。

“家门口有这样的合作社，带领
大家致富，真是我们村民的福气。 ”
今年 53 岁的姚崇菊是广德市卢村
乡宋陈村村民， 她所说的合作社就

是卢村传锋杨桐专业合作社。
该合作社成立于 2009年 2月，

2016 年被评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主要从事杨桐种植和加工，
杨桐切枝、切叶产品销往日本等地，
为社员和种植杨桐的其他农户提供
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 为提
高社员加工技术水平， 合作社每年
选派部分社员到日本学习培训。

“杨桐属于喜阴作物，可套种
于竹林、板栗林等树林里，四季常
青。 一次种好， 五年后可连续采
收。 ”合作社理事长有传锋告诉笔
者，合作社共流转 1100 亩山场，辐
射带动卢村、新杭、邱村、柏垫四个
乡镇农民种植杨桐、 柃木达 1.2 万
亩，已产生效益的有 3000 多亩。

1975 年出生的有传锋，在浙江
杭州一家公司打工多年，负责杨桐
采购工作。2009 年他一边在公司上

班，一边回到家乡宋陈村，发起成
立了合作社， 带动村民种植杨桐。
极具市场优势的特色产业引领合
作社逐渐壮大，成员由登记注册时
的 7 人发展为目前的 189 人。

杨桐加工属劳动密集型产业。
合作社积极吸纳本地村民就业，男
同志上山采杨桐，女同志在合作社
里忙加工。 常年有 80 多名妇女在
合作社务工，年人均工资收入 4 万
元左右。

2014 年 5 月， 有传锋在家乡
“安营扎寨”，又成立了先雨农业有
限公司， 新建 1500 多立方米的冷
库，为产品注册了“先雨”、“传锋”
商标，开展外贸经营，直接将合作
社的产品出口到日本。 “每周要发
两三个集装箱到上海港口，每箱约
10 万把。 ”有传锋介绍，近年来，合
作社年产值都在 3000 万元以上 ，

且呈逐年增加的良好态势。
兴一项产业，富一方百姓。 截

至目前，合作社已带动 500 多农户
种植杨桐、柃木。 自 2016 年开始，
合作社给社员分红，至今已连续分
红五次。 2016 年有 34 名社员自愿
入股 ， 年底分红 （含二次返利 ）
94579 元 ， 户均增收 2781.7 元 ；
2020 年自愿入股社员增至 53 人，
年底分红（含二次返利）242549 元，
户均增收 4576.4 元。 截至目前，自
愿入股社员达 63 人， 入股资金达
247.3 万元。

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2016 年
宋陈村入股 20 万元到合作社的先
雨农业公司， 每年获得 6 万元收
益。2018 年合作社争取县扶贫项目
资金 73 万元， 对 146 户贫困户分
三年进行收益分配，每户年收益不
低于 1500 元。 今年，合作社还投资
“盘活”当地一处闲置校舍，用于酒
店和民宿开发。

（冯耘）

种粮补贴
发放到位
本报讯 近日，省财政下达

宿州市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
金 1.47 亿元。 该市财政部门加
强与农业农村、 金融机构的工
作对接， 确保国家惠农政策落
实到位，补贴资金精准、及时发
放到种粮农民手中。 全市县区
1.47 亿元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资金，现已全部发放到位，补贴
小麦、 玉米等粮食实际种植面
积 1005.67 万亩， 亩均补贴资
金 14.63 元。

该市各县区按照 “村组登
记、乡镇审核、县级核定”的程
序， 对农户粮食种植面积进行
登记核实。同时，充分运用现代
化信息技术手段， 利用现有相
关补贴发放基础数据、 农户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身份信息等
数据，精准识别补贴对象，加强
对补贴面积的核实。 财政部门
根据农业农村部门核定后的粮
食种植面积等相关数据， 积极
协调县区农商银行等金融机
构， 及时将补贴资金发放到实
际种粮农民手中。 对农民合作
社、 农场企业等不适宜 “一卡
通”打卡发放的，按照国库集中
支付规定发放给实际种粮者。
强化资金监管， 严格落实补贴
公开公示要求， 补贴发放名册
及其资金发放情况对外公示，
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许磊）

安徽生猪养殖利润大降
本报讯 据对我省 13 个生猪

养殖点调查，今年上半年我省生猪
出售价格下降， 养殖成本上升，养
殖净利润大幅下降。

笔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
上半年我省生猪平均出售价格为
每 50 公斤 1184.91 元，比去年同期

每 50 公斤 1662.59 元下降 477.68
元，降幅 28.73%。 主要原因是生猪
市场供给大幅增加，市场价格持续
降低。 受生猪价格下跌影响，我省
生猪每头产值为 3296.26 元， 比去
年同期 4538.7 元减少 1242.44 元。
受饲料费用上涨影响，我省生猪每

头养殖成本为 3081.94 元， 比去年
同期 2759.02元增加 322.91元。 由
于价格下降、成本上升，我省生猪
养殖净利润大幅下跌，平均每头净
利润为 214.32 元 ， 比去年同期
1779.67 元减少 1565.35 元，降幅高
达 87.96%。 据分析，随着下半年生
猪消费旺季的到来，预计养殖户会
增加补栏量，饲料价格或将进一步
上涨，推高养殖成本。

（刘媛媛 周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