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至翌年 2 月为桃树休
眠期，此间应重点做好桃树整形
修剪和越冬病虫防治等管理工
作。

修剪及清除枯枝落叶。危
害桃树的许多害虫、病原菌在园
内枯枝落叶、树体及杂草中越
冬，如桃蚜以卵在裂缝、小枝杈
越冬；桃炭疽病的病菌主要在病
梢上、僵果内越冬。因此结合冬
季修剪要彻底清除树上病梢、枯

枝、僵果，将地面落果、杂草、枯
枝、落叶清理出桃园，集中烧毁。

喷施石硫合剂。喷施石硫
合剂可起到清除病虫的作用。
可选择 45%石硫合剂结晶，用热
水溶化后搅拌兑入喷雾器。使
用时要避开雨天，要仔细周到，
对树体、地面均匀喷布，时间选
择在12月下旬至次年1月上旬。

树干涂白。在桃树落叶至
次年出叶前对桃树主干、主枝进

行涂白，可有效防止冻害、日灼
和畜禽啮啃，并且能防治病虫。
若有翘、裂、厚的老树皮，最好先
将老树皮刮掉再进行涂白，可对
藏匿在主干粗皮、翘皮或裂缝中
越冬的桃红颈天牛、桃蛀螟、桃
潜叶蛾等起到有
效的防治作用。

涂白剂的配
制方法：优质生石
灰 12 千克，食盐

2.0～2.5 千克，大豆汁 0.5 千克，
水 36 千克（按照该比例配制）。
先把生石灰用水化开，再加入大
豆汁和食盐，搅拌成糊状即可。

涂白剂要随用随配，使用时
要搅得稀稠均匀，以涂上树干后
不往下流又不黏团为宜。注意
生石灰一定要溶解，否则它吸水
放热会烧伤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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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的饲养密度
以多少为好？

鸡的饲养密度是指鸡舍内
每平方米所容纳的鸡数量。密
度对雏鸡的生长发育有重大的
影响，密度过大，鸡群拥挤，鸡
的活动受到限制，空气污浊，粪
尿密度、湿度增加，垫料潮湿可
诱发多种问题，导致鸡只生长
缓慢，整体整齐度差，易感染疾
病，死亡率升高，且易发生雏鸡
相互啄肛、啄羽等恶癖，降低仔
鸡品质；密度过小，会浪费空
间，饲养量减少，成本增加。所
以，饲养雏鸡时应考虑合适的
密度。

饲养密度应根据禽舍的结
构、通风条件、饲养管理条件及
品种等决定。品种与密度有明
显关联，一般鸡品种分蛋鸡、肉
鸡两大类，蛋鸡出壳初生重在
40～45克；2周龄体重达100～
120克；6周龄体重达420～450
克；8周龄体重为初生重的15
倍。而肉用仔鸡出壳时体重约
60克以上；2周龄时为350克以
上；4周龄时为1000克；6周龄
时为 1800 克；7—8 周龄时为
2000～2500克，大约是出壳时
体重的50倍，故两者饲养密度
应该不一样。同时随着雏鸡日
益增大，每只鸡所占的面积也
应增加。合理的饲养密度有利
于采食、饮水和鸡的健康发育，
提高增重的一致性和后期良好
的生产性能，以下介绍常用的
蛋鸡和肉用仔鸡的饲养密度。

蛋鸡雏鸡饲养密度（只/平
方米）:

肉用仔鸡的饲养密度（只/
平方米）：

在注意密度的同时，还需
要考虑鸡群的大小，一般每群
饲养数量不要太大，小群饲养
效果较好。现代化养鸡，一般
群体大小为2500～3000只，也
有300～500只的，这都要因地
制宜。此外，林地养鸡是肉用
仔鸡的一种放养方式，其早期
饲养方式和密度与一般肉用仔
鸡相同，仅在雏鸡4～6周龄脱
温后，将其放到林下或草地饲
养而已，一般放养密度为每亩
150～250只，放养规模1500～
2000只为宜。

［热线答疑］

上海设施蔬菜冬季栽培如何应对不同气候

冬季是一年中光照最短、冷
空气活动最频繁的季节，时常出
现降温、大风和雨雪天气。不利
的天气条件，加上蔬菜大棚内通
风不良、光照不足的生长环境，会
使蔬菜生长受到各种困扰。在蔬
菜种植过程中，对于气候在短时
间内发生的极端事件，必须加强
防范。设施蔬菜冬季栽培可根据
不同气候情况的出现，采取相应
的措施，使蔬菜生产稳步发展。

一、晴天
1.肥水管理。2.整理植株，通

风降温。3.病虫害防治。4.其他
日常管理。

二、低温阴雨
连续阴雨、气温低、无光照天

气会给设施蔬菜生产带来重大损
失。

应对方法：
1.降低空气湿度。根据不同

作物生长要求，尽可能控制浇水
量，使用滴灌为宜，必须浇水的大
棚要注意根据风力、风向进行通
风降湿，防止诱发病害。

2.采取补光措施。及时整枝、
打老叶，通风透光；利用散射光提
高棚内的温度和光照，使叶片能
进行光合作用；如有覆盖物的，可
根据阴天、雨天等不同气候，及时

调整覆盖物的揭盖时间；
采用铺设银光膜、人工补
光（根据作物生育期选择
不同光源）、清除薄膜表
层污垢等措施改善光照
条件。

3.增加棚内温度。凌
晨棚内的温度低、湿度
高，植株易受冷冻害，可
用碳火增温，但需在清晨
及时通风，防止一氧化碳
中毒。

4.植株管理。若出现
花打顶、新梢生长停滞等
情况，可在天气转暖、光
照条件改善时，做好协调
管理，注意防止作物因根
系吸收能力弱、茎叶蒸腾

量骤增而导致失水萎蔫；选择晴
暖天气，疏除花果，追施全溶性高
氮肥，基本恢复生长后，可用高钾
肥协调植株生长，增强植株抗性。

5.预防病害。灰霉病、霜霉病
和晚疫病极易发生，晚间可用烟
熏，适时放风降湿。

三、大风寒流冷冻害
关好入棚门和通风口，坏膜

及时修补。严寒天气会造成作物
新梢呈水渍状，似烫伤，叶片黄
化，落花落果，严重的甚至结冰、
枯死。应根据天气预报防范，及
时采取措施。

应对方法：

1.多层覆盖，加强保温。搭
建内棚，加盖无纺布，外棚与内棚
之间加铺稻草，以增加保温效果，
北头或无遮挡物处易受低温侵
害，需特别注意。

2.棚内加温，使作物不受冻害
即可。

3.棚内缓慢升温。已受冻害
蔬菜，晴天后揭覆盖物时，必须根
据温度变化适时放风降温，以避
免因温度急剧上升而使受冻蔬菜
组织坏死。

4.补水。棚内急剧升温时，为
稳定气温，可喷水增加空气湿度。

5.受冻植株整理。疏除受冻
梢、叶、果；滴灌补施、叶面喷雾高
钾肥，提高植株抗逆性；及时防治
病虫害；叶面喷施芸薹素内酯等
植物生长调节剂，能有效提高植
株抗冻能力。

四、偶遇强降雪
应对方法：
1.及时听取天气预报，预先

准备好防冻物资。
2.偶遇大雪天气应及时清扫

棚顶及周边的积雪，加固大棚支
架。

3.停雪转晴后，及时揭去覆盖
物，使植株逐渐适应见光，如气温
还极低时，可以搭小拱棚，上面覆
盖薄的白色无纺布，可有效缓解
低温冷冻害并能保证植株受光。

桃园冬季如何清园

很多农作物想实现高产，都
离不开大田管理，因为在这个田
间管理阶段，有很多措施都需要
做到位，本期分享一些丝瓜的高
产大田管理技术。

基肥。基肥施在基肥沟中，
条施，先施堆厩肥，再把化学肥料
混合后施在堆厩肥上，然后小作
畦，并敷盖银黑色塑料布。追肥每
约3星期施一次为原则，追肥前先
行畦沟灌水，待水分渗入畦内后再
把追肥施在畦沟两边及畦底部。

整地作畦。作高畦，趁土壤
半干湿时先按行距在植行上犁开
阔而浅的基肥沟，施下基肥后先
小作畦，然后在小作畦面的畦面
上敷盖银黑色塑料布，如用机器
操作，小作畦和敷盖塑料布可一
次完成，使塑料布的两边埋入小
作畦的两边，以免被风吹开。以
后随丝瓜的生长再次培土大作
畦，完成阔高畦式。丝瓜栽培前
塑料布上依株距打栽植孔，每孔
中栽一株，栽后再灌水。高温期

宜较疏植，低温期宜较密植。
播种时期。丝瓜可周年播种

栽培，但以12月至8月播种最为
宜。各地9月以后播种时，虽雌花
发生愈早愈多，但生育后期渐进
入低温期，生育愈弱，露菌病愈
烈，易趋衰老。

播种育苗。丝瓜种子的种壳
较硬，尤以棱角丝瓜为然，故宜催
芽播种，即种子浸种2小时后取
出，再将种子脐丘部轧开，放在黑
暗下催芽，待幼芽透出种壳时播
种到装有介质的穴盘，种子平放，
芽尖向下为原则，播种深约 1.5
厘米，待本叶3片展时，定植到田
间。育苗期间高温期约11—14
天，低温期约15—18天。短日照
品种在长日照期间育苗时，待子
叶展开后最好进行遮光短日处
理，以促进雌花的发生。

水平棚架栽培。棚面离面约
1.5米，畦宽5～6米，作高畦，一畦
栽二行，丝瓜栽在畦沟二旁，株距
0.4～0.5米。本方式也可利用葡

萄架栽培。在丝瓜初植时，畦上
尚可间作其他短期作物。水平棚
架栽培如遇飓风侵袭，因受风面
较大，易被风吹倒，故以秋冬作为
原则，如行春夏作，不宜密植，宜
稍疏植，并适度疏去部分茎叶，以
减少风的阻力。

肥料和施肥。丝瓜的肥料种
类和用量以及施肥方法，在原则
上可参照苦瓜或扁蒲，即丝瓜吸
肥力强，生育结果期长，生长与结
果同时进行，且结果力强，故在结
果之后仍宜继续施肥，以维持茎
叶的继续生长，才能继续不断结
果，产量才会增加，尤其在连续降
雨之后，土壤中一部分养分已随
雨水流失，故雨后宜施追肥。

灌水及排水。丝瓜茎长叶
大，水分蒸发量大，故宜注意灌
水，经常保持湿润状态，灌水用畦
沟灌溉。降雨时注意排水，不使
根部浸水尤其棱角尤其棱角丝瓜
较不耐用湿，根部浸水易腐烂。

整蔓。丝瓜分枝性强，如茎

叶过于繁茂时不但容易徒长，不
易结果，而且在飓风季节用棚架
栽培时，棚架更易被风吹倒，故宜
适度疏蔓，行单蔓整枝，所有侧蔓
宜及早剪去。匐地栽培时，使主
蔓生长和畦沟成直角。又棚架栽
培时，如茎蔓悬垂在棚下，应把它
引到棚架上，使各蔓在棚架上均
匀分布。

畦面敷盖。丝瓜喜高温，且
生育期长，行距宽阔，故在植行上
(小作畦上)敷盖银黑色塑料布，相
当经济而功效显著。如用稻草敷
盖，其效果不及银黑色塑料布。
又短果品种如用匐地栽培时，整
个畦面宜敷草以免果实与地面接
触而腐烂。

果实套袋及摘果。为防止瓜
蝇产卵为害，丝瓜通常都行套袋，
而且在花谢后幼果期即行套袋，
套袋更有防止叶片擦伤果皮变
黑，及使果皮变为淡色的效果，更
可防止农药污染。丝瓜可用旧报
纸袋或较粗厚的纸套袋。

丝瓜高产大田管理技术和要点

关于打造农民合作社深度
发展“1+3”模式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
视农民合作社事业发展，党的十
八大、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
十九大，多个中央一号文件，都
对农民合作社发展提出了明确
要求。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
门加强指导服务，引导和推动农
民合作社规范提升。一是加强
动态监管分析。2015年，农业农
村部建成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管理系统，用于采集国家农民
合作社示范社年度数据，对全国
农民合作社示范社信息进行统
计分析，逐步建立全国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大数据。2014年，原国
家工商总局下发《农民专业合作
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对农民合作社的注册登记、许可
审批、年度报告经营异常状态等
信息采集并公示。二是组织社
会力量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
农业农村部与中国中化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中粮有限公司、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签署了推进农
民合作社质量提升合作框架协
议，分别联合印发实施方案，利
用各自优势，共同推进农民合作
社高质量发展。各地积极整合
社会资源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
河北、辽宁和陕西等省农业农村
部门与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联合发布落实方案，对接农民合
作社 1000 多家，直接服务 576
家。三是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农业农村部在山东、
广东、四川等省开展国家追溯平
台试运行，运行地区的监管、监
测、执法机构和规模生产经营主
体注册已实现全覆盖，累计上传

业务数据上万条。印发了《农业
农村部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与农业农村重大创建认定、农
业品牌推选、农产品认定、农业
展会等工作挂钩的意见》，明确
了追溯挂钩的具体内容、操作办
法、实施步骤，推动建立追溯“四
挂钩”机制。印发了《农业农村
部关于全面推广应用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
的通知》《国家追溯平台运行技
术指南（试行）》，部署开展业务
培训和登录管理、业务应用、追
溯平台互通共享、实施追溯挂钩
机制、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标准、
推动追溯产品产销对接、加快推
进全程追溯管理等7项任务，推
动国家追溯平台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应用。目前，25 个省（区、
市）已登录国家追溯平台，20个
省（区、市）建有追溯平台近400
个。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合
作社的指导扶持，促进农民合作
社规范提升，在全国范围推广应
用国家追溯平台，推动各省（区、
市）已有平台与国家追溯平台有
效对接和融合，完善《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管理办法》及配套制
度标准，制定追溯“四挂钩”实施
细则，与线上线下大型销售平台
和商超签订备忘录，提升可追溯
产品影响力。

关于深化推进“三变”改革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016年印
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意见》，对改革作出总体安排。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
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2017年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产权
制度改革和“三变”提出明确要
求。为切实贯彻落实中央有关
决策部署，农业农村部积极指导
各地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鼓励各地在成员身份确
认、资产量化、股权设置、组织登
记等方面开展探索。贵州等地
按照中央要求，积极探索产权制
度改革的具体路径，推动“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民”，为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区
积累了经验。目前，改革试点范
围已覆盖全国80%左右的县级单
位。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共有
15.3万个村和6.4万个组完成股
份合作制改革。下一步，农业农
村部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
求，扩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范围，总结推广“三变”改革
经验。

关于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管
理办法。2017年10月1日起施
行的《民法总则》已将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列为一类特别法人，明
确了村（居）民委员会与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是平等的民事主
体。《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意见》指出，要在基层党组织领
导下，探索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与村（居）民委员会的职能关
系，有效承担集体经济经营管理
事务和村民自治事务。有需要
且条件许可的地方，可以实行村
民委员会事务和集体经济事务
分离。妥善处理好村党组织、村
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关系。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
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提
出，探索剥离村“两委”集体资产
经营管理职能，探索“村经分开”
的做法，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领
导的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
组织运行机制。目前，一些地区
在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
中，在坚持村党组织领导下，积

极探索村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
济组织职能分开，村（居）委会承
担行政事务，依法开展群众自治
工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集
体经济事务，依法开展经营活
动，村党支部书记、集体经济组
织负责人与村委会主任有的交
叉任职，有的单独设置，都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安徽天长市151
个村（居）全部实行“政经分离”，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自2011年实
施“政经分离”改革，现已全部实
现政经分开。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
相关部门，加快推进集体经济组
织立法进程，完善集体经济组织
管理办法，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示范章程。落实中央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指
导意见，制定实施贫困地区集体
经济薄弱村发展提升计划，在探
索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路径中
对薄弱村给予更多支持。

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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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我国先后开展三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共确定3个省、50个地市、279个县为中央试点单位，前两批129个县的试点任务已

经完成。截至目前，全国超过15万个村完成了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确认集体成员3亿多人，累计向农民股金分红3251亿元。为加快推进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今年底前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目前各地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广东6个国家试点单位均已基本完成清

产核资、成员身份确认；湖南、河北等地出台文件，要求2019年全面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河南、吉林则要求今年上半年全面完成清产核资。此

外，今年将再选择10个左右省份、30个左右地市、200个左右县整建制开展试点，力争将试点范围覆盖到80%左右的县。

【背景】

随着近年户籍制度改革的
深化和城乡福利势差的缩窄，影
响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正在
发生重要变化，农民进城落户意
愿下降成为当前制约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提升的重要问题。由
于农村产权改革滞后，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限不清、地
权不稳固且缺乏有效退出渠道
等原因，农民落户城镇只能无偿
或低回报放弃农村产权，显著降
低了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如果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能有效破
题，只是一味降低城镇落户门

槛，很可能导致户籍制度改革作
用被弱化，农民工“半城镇化”问
题无法根本解决，已设定的户籍
人口城镇化目标难以实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
分配土地、组织生产的重要单
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资格，关乎农民在具体经济活动
中的收益。在农村的具体实践
中，与成员资格认定相关的纠纷
时有发生，由于实际情况复杂多
样，各地往往依照村规民约，在
法律法规的框架下模糊裁定。
然而，随着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

程度提高，农村人口进一步流向
城市成为一种必然。要破除城
乡二元化，发展广大农村地区，
必须厘清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面对新时代、新机遇和新改
革任务，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
革试点的地方实践进行总结，形
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样本与借鉴
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有利于更好
地贯彻十九大精神，将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支点，更好地
实施我国乡村振兴战略。

孙文凯

［链接］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是下一步农村改革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