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莴苣属菊科，是一、二年生
的草本植物，可分为茎用和叶用
两类。茎用莴苣又称莴笋、香
笋，叶用莴苣又称春菜、生菜。
我国莴笋栽培面积比生菜要
多。莴笋的茎可生食、凉拌、炒
食、干制或腌渍，肉质脆嫩。莴
苣发生叶子枯黄可能是以下两
种情况所致：

1.环境因素。由于温差大，
夜间和早晚会有冷凝水聚在叶
缘，如果早上阳光强烈，直射于嫩
叶上，易产生此种情况。因此，在
大棚栽培时更要注意通风，棚内

保持相对干燥，浇水后需要降低
空气湿度，或留一点通风口。

2.病害因素。潮湿的环境会
引发霜霉病、软腐病、灰霉病等
病害。

（1）霜霉病：属真菌性病害，
成株期叶片自上而下发病，潮湿
时有白色霜状霉层。风雨、昆
虫、高温低温、栽植过密均可诱
发此病。防治可用霜霉威600～
800倍液、恶霜锰锌（杀毒矾）500
倍液、加瑞农等药剂交替使用。

(2)软腐病：属细菌性病害，
一般发生在中后期，可用72％农

用 链 霉 素 可 溶 性 粉 剂 3000～
4000 倍液或 3%中生菌素可湿性
粉剂（佳爽）600 倍液灌根，每周
灌一次。

(3)灰霉病：属真菌性病害，
病菌随气流传播，菌核遗留在土
壤中并混入流水里传播到叶柄
和叶片，发病时表面产生灰色霉
层。排水不良、低温多湿的环境
条 件 下 易 发 病 。
可用 50％农利灵
1000倍液、50％多
霉 威 600 倍 液 、
50％腐霉利 1000

倍液、40%嘧霉胺悬浮剂800倍液
等药剂交替使用进行防治。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症状从
叶片开始逐步蔓延到心叶，造成
整株腐烂，可用百菌清、速克灵
或杀毒矾等农药防治。如果植
株长势弱了，可在农药中适当加
一些稀薄的叶面肥一起喷雾，适
时通风。如地势低洼可进行高
畦深沟栽培，如栽培后期土壤湿
度偏大，可用干石灰粉撒于畦面
上，既可吸潮又可防治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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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梅冬季如何养护？
三角梅又称叶子花、九重

葛，原产南美巴西，是紫茉莉科
叶子花属的藤本状灌木。花细
小，黄绿色，苞叶大而美丽，鲜
艳似花，经人工培育，现已有鲜
红、紫红、橙黄、乳白等多种颜
色的品种。

三角梅因原产南美热带地
区，所以喜温暖湿润、阳光充足
的环境，不耐寒，在我国除南方
亚热带至热带地区可露天栽培
越冬外，其他地区均需室内盆
栽或温室栽培。

近年来，上海盆栽的三角
梅越来越多，冬季如何养好已
成了好多喜爱养花的居民共同
关心的问题。

由于上海处于亚热带地区
的北端，冬季相对寒冷，一般三
角梅都应在室内过冬，加上多
以盆栽为主，所以养护上过于
粗放容易出问题，需要做好以
下几点：

1.保温。三角梅生长的适
宜温度为15～30℃，15℃以下
生长即处于停滞，5℃以下即会
造成冷害，0℃以下会冻死，所
以家养时，冬季必须置于室内，
最好放在朝南阳台或窗台前，
最好是封闭的阳台，无封闭的
阳台夜间应放到室内，遇低温
寒潮还应加罩尼龙袋保温。

2.光照。三角梅喜阳光，冬
季应保持6～8小时的日照。

3.少浇水。由于 15℃以
下，三角梅停止生长，进入休眠
状态，加上冬季水分蒸腾慢，根
系吸收能力弱，过多浇水，会造
成土中缺氧而导致烂根死亡。
冬季盆土只需保持有一点潮湿
即可，最好的浇水方式是盆底
下放一托盆，只需向托盆浇水
即可。

4.免施肥。同样道理，冬季
根系吸收能力弱，施肥不能吸
收，反而会造成伤根。

5.叶面喷水。如气候过于
干燥，可向叶子表面喷水，家有
空调暖气时，不应把盆栽放在风
口边上，如气温较高的天气，可
以适当向叶面喷洒千分之一浓
度的磷酸二氢钾作为叶面肥，以
增强三角梅的抗寒抗逆能力。

山羊痘如何防治？
山羊痘在养羊户中时有发

生，尤其在秋冬季高发。患病
羊只初期体温升高，可达41～
42℃，出现呼吸加快，结膜潮红
肿胀，流黏液脓性鼻汁的症
状。经1～4天后进入发痘期，
痘疹多见于无毛部位或被毛稀
少部位。患病重的羊常继发肺
炎和肠炎，导致败血症或脓毒
败血症，最终死亡。

该病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就
是接种羊痘疫苗，每年3～4月
份联系当地兽医站进行羊痘尾
根皮内免疫。该病是一类动物
疫病，没有特效药物治疗，发病
羊要扑杀进行无害化处理，健
康羊要进行隔离紧急免疫。

［热线答疑］

一月份蔬菜栽培有哪些注意事项

本月处于小寒与大寒两个节
气，常年月平均温度为3.2℃，极
端最低气温-12℃，平均月降雨量
48毫米左右。本月寒流侵袭次数
较多，是全年平均温度最低的一
个月，因此要做好以防寒保暖为
中心的各项工作。

1.播种育苗与定植
大棚春黄瓜本月上旬起陆续

播种育苗于塑料大棚，上海地区
一般选用早熟类型品种，需要铺
设电加温线育苗。土豆本月下旬
起可陆续播种，地膜覆盖，品种可
选用早熟类型。春甘蓝在大棚内

播种育苗，芥蓝1～2月在大棚内
播种育苗。为提早上市，塑料大
棚米苋可在本月中旬起陆续播
种，撒播，播种后搭小环棚覆盖薄
膜保温。5月慢青菜可在大棚内
继续播种，油麦菜1～3月均在大
棚内播种育苗。大棚春番茄早的
可在本月下旬定植。

有机械设备的基地，要根据
种植品种、场地、农事操作要求
等，积极使用各类蔬菜机械，使用
时注意按照规范操作，确保质量
和效益。

2.加强越冬蔬菜的田间管
理，做好防寒防冻工作

加强大棚内绿叶菜管理，对
于大棚内种植的绿叶菜如芹菜、
荠菜、生菜、油麦菜、青菜、菠菜等
要加强肥水管理，寒流侵袭时于
晚间覆盖无纺布、旧塑料、遮阳网
等保温材料。

加强茄果类秧苗管理，做好
防寒保暖，大棚要防止漏风，夜间

覆盖好防寒保温材料，防止秧苗
受冻，同时做好防病工作，对定植
前的番茄秧苗要进行锻炼。

注意寒流预报，以便在寒流
侵袭前及时抢收部分耐寒性较差
的蔬菜，同时对大田蔬菜采取覆
盖、灌水等防寒措施，寒流过后则
采取浇水等措施促使蔬菜恢复生
长。对贮藏的大白菜、土豆等以
及各种蔬菜的留种植株和留种地
都要加强防寒。

做好田间开沟理沟，保持田
间排水通畅，大棚周围的沟要经
常清理，以降低棚内的地下水
位。清理田间、路边杂草，消灭越
冬害虫，有条件的可覆盖黑色地
布。空地冬耕，冻垡改土，施好基
肥，注意增施有机肥，准备春种。

有水肥一体化设施的基地要
根据种植蔬菜品种，合理、规范使
用水肥一体化技术。蔬菜标准园
要继续按照要求，确保各项管理
和生产技术措施执行到位。

莴苣叶子枯黄怎么办

鸡舍的小气候对产蛋鸡的健
康和生产力影响很大，尤其在冬
季，应加强改善和创造良好的小
气候条件，以保证产蛋鸡健康，预
防疾病，并最大限度提高其生产
性能。

温度。产蛋鸡舍适宜温度应
在 13℃～23℃，最适宜温度是
16℃～20℃，天棚附近与地面附
近的温差不超过2.5℃～3.0℃，墙

壁附近和鸡舍中央的温差不超过
3℃。

湿度。在舍温保证要求的前
提 下 ，保 证 舍 内 相 对 湿 度 为
50％～60％。尽量压缩舍内用水
量。加强鸡舍保温，勿使舍温降
至零度以下，防止水气凝结。地
面铺垫干草并及时晾晒。及时清
除舍内粪便污水。保证通风系统
良好，及时排出多余水汽。

光照。冬季日照时间短，太
阳辐射强度小，应人工补充光照，
提高产蛋量。鸡的产蛋需长日
照，因此从19周龄起每天光照10
小时，而后每周增加半小时，至
31 周龄达 16 小时，以后保持下
去。光线微弱则刺激产蛋效果
差，光线过强不仅浪费电力，增加
开支，还易诱发鸡啄癖，降低饲料
利用率，突然增加光照还易引起

鸡的泄殖腔外翻。鸡舍天棚前后
左右每3米设一个60W的白炽灯
泡，灯高2.1米，装上灯伞。灯泡
要经常擦拭保证干净，灯泡不可
使用软线吊挂，防止风吹使鸡受
惊。可设置可调变压器，使电灯
在开关时有渐亮渐暗的过程，也
可安装时间开关，调好早开晚关
的时间自动控制，使管理更方便。

王芙蓉

冬季产蛋鸡要注意哪些管护措施

豇豆播种到出苗，一定要做
好前三天的温度管理，有助于快
速出苗，保证苗子健壮。冬季温
度低，地膜覆盖后，水分蒸发缓
慢，从播种到出苗，无需浇水管
理。那么，出苗后豇豆应该如何
管理呢?

1.苗前保温 苗后保光
豇豆出苗前后对温度的反应

最为敏感，这也是张师傅多次强
调的。但在出苗之后，种子的营
养消耗殆尽，苗子要继续生长，就
需要光合作用制造的有机营养。

近段时间，山东、河北等地雾
霾严重，而冬至到大寒节气期间，
也正是气温最低、光照时间最短
的时间。在此条件下，豇豆出苗
后首先要保证充足的光照，才能

培育壮苗，提高苗子质量。
苗子从出土开始，菜农要根

据天气情况，及时调整管理策
略。冬季低温弱光情况下，首先
要保证光照：

一是要注意多层覆盖的薄膜
透光率要高。很多菜农的育苗棚
内，外层薄膜要设置好除尘布条，
随时清除薄膜尘土，有难以清理
的地方，菜农要用水冲洗或擦洗，
确保外层薄膜透光率。内层覆盖
的薄膜，张师傅特别提醒，一定要
选择新膜，不能使用往年留存的
旧膜。旧膜尘土多，透光率大受
影响，可在其他季节使用，但深冬
育苗是不能使用的。

二是注意人工补光。苗床面
积有限，人工补光是完全可以实

现的，成本也不高。人工补光最
好选择专用的蔬菜补光灯，其光
照有效率高，浪费少，是最佳的选
择。若没有专用补光灯，也可以
用普通白炽灯代替，在补光的同
时还有升温作用。但常用的照明
用荧光灯是不能用的，因其设计
主要考虑人眼需求，却不符合蔬
菜生长需要。出现类似前几天的
雾霾天气时，菜农可在白天开灯
补光 5-6 小时，可避免豇豆苗子
细弱，根系等发育不良，为后续培
育壮棵、高产优质打好基础。

2.适当补肥 促苗壮秧
出苗后，随着根系扩展，苗子

开始大量从基质中吸收养分。然
而，当前菜农育苗采用的多为50
穴穴盘，其中填充的基质数量很

少，养分不足，到子叶展平后，基
质中的养分供应就开始出现不
足，此时应做好补充，确保苗子生
长健壮。

苗子出齐后，菜农开始第一
次 洒 水 ，此 时 可 在 水 中 添 加
2000 倍的石原金牛悬浮钙、太抗
枯草芽孢杆菌1000倍液，钙肥对
促进生根、提高抗逆性、培育健壮
秧苗效果突出，枯草芽孢杆菌等
生物菌剂可以与根系共生，促进
根系生长，抑制病菌增殖，促根防
病。第二次洒水时，可选择优质
水溶肥，补充氮磷钾及微量元素，
促进秧苗生长。

豇豆苗期短，生长快，一定要
合理调节，加强管理，及时补肥防
病，确保秧苗健壮。 侬科

豇豆从播种到出苗后这段时间应该如何管理

B2 热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下列社会团体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核，准予变更登记。现予以公告：

（2019）第22号

单位名称
上海市闵行区殡葬管理服务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上海市闵行区警察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国际标准舞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金丰国际社区发展促进会
上海市闵行区翻译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街道计划生育协会

变更事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变更前
张秀芳
张雨仙
吴培根
周 钧
翟鸣华
吕锦忠
张国梅

变更后
杨方云
徐引宝
竺嘉政
徐 蓓
张鸣华
华攀峰
张丞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下列社会团体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核，准予注销登记。现予以公告：

（2019）第23号

单位名称
上海市闵行区高端人才创新创业发展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企业发展促进会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4299号6幢3楼B70室
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51号5幢1层西侧103室

法定代表人
陶慎先
朱 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10112501149823U
51310112501151464A

闵行区民政局、闵行区社会团体管理局公告
（上接B6版）

设施农业用地政策五大突破
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促进设施农业发展是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任务。随着传统
设施农业功能的拓展和设施农业现
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设施农业的
用地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国土
资源部会同原农业部于 2010 年、
2014年先后两次制定下发的设施
农业用地文件，难以满足设施农业
发展需求，需要出台新的用地政策
继续支撑设施农业发展。

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司
长刘明松表示，《通知》在原有设施
农业用地管理方式、使用耕地和用
地程序等支持政策基础上，在用地
划分、使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用地
规模、用地取得等方面进一步改进
突破。一是把设施农业用地纳入农
业内部结构调整范围，明确设施农
业包括作物种植设施（含规模化大
田种植配建的设施）和畜禽水产养
殖设施，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需办
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不需落实耕
地占补平衡。二是对一些设施使用
永久基本农田作出规定。对于作物
种植中一些设施建设破坏耕地耕作
层、又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养
殖设施中涉及少量永久基本农田确
实难以避让的，在补划同等数量、质
量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允许使
用永久基本农田，同时也确保永久
基本农田不减少。三是用地规模实
行差别化政策。全国各地、各类设
施农业用地差异较大，国家层面不
再对各类设施农业用地规模作出统
一规定，由各省（区、市）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
生产规模和建设标准合理确定，合
理确定设施用地规模。四是从节约
资源、集约经营出发，明确养殖设施
允许建设多层建筑，但各地在实施
中，建多层养殖设施一定要注意符
合相关规划、建设安全和生物防疫
等方面要求。五是简化用地取得方
式。设施农业用地不需要审批，但
是涉及使用并补划永久基本农田
的，须事先经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同意后方可动工建设。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
潘文博认为，《通知》在原有支持政

策基础上，对设施农业用地使用和
管理的进一步改进，政策界定更清
晰、政策举措更有力、政策导向更明
确。有利于满足设施农业多样化的
用地需求，有利于延长产业链，提高
产业效益，促进设施农业高质量发
展。为设施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有利于加快推进新技术、新装备
的推广应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
升设施农业产业整体竞争力。

严防“大棚房”问题回潮反弹
需要强调的是，前一阶段在全

国开展的“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
治行动，全面整治“大棚房”问题，严
肃处理了一大批违法违规占用耕地
案件，形成了保护耕地的宣传攻势
和遏制农地非农化的高压态势。

刘明松表示，“大棚房”问题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政策有漏洞、监管
有欠缺，有的政策规定需要体现差
别化要求。为防止“大棚房”问题反
弹，需要研究改进设施农业用地政
策，建立长效机制，促进现代农业健
康发展。同时，原有的政策管理文
件也已到有效期，需要出台新的用
地文件继续支撑设施农业发展。

潘文博表示，“大棚房”问题专
项的开展有效地堵住了以设施农业
为名违法违规用地行为的“后门”。
在堵住“后门”的同时还要开好“正
门”，要给地方和经营主体以明确的
政策信号，什么东西可以搞、应该怎
么搞，引导设施农业规范发展。《通
知》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一是
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既保留了
2010年155号文、2014年127号文
中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也延续了“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行
动的一些政策举措，比如在看护房
用地规模上，继续保持专项行动期
间制定的整治整改标准。二是充分
考虑了种植、养殖等不同设施生产
形式，产前、产中、产后等不同设施
生产环节，一般耕地、永久基本农田
等不同用地类型的需要，对直接用
于设施农业生产和直接服务于设施
农业生产的合理用地需求，提供了
全方位的政策保障。三是《通知》主
要是从宏观管控方面提出设施农业
用地管理的原则要求，在用地规模、

建设标准等方面留出了政策空间，
有利于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
细化的实施办法，激发设施农业内
部潜力，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潘文博表示，各地在制定具体
实施办法时，既要立足于促进设施
农业健康稳定发展，也要严守政策
界限，严防“大棚房”问题回潮反弹，
不能突破两条底线。一是必须是直
接用于或直接服务于设施农业生产
的设施。二是不得改变设施的性质
和用途，特别是不能用于改建住宅、
私家庄园、别墅，不能用于餐饮、娱
乐、康养等经营性用途。同时，要合
理确定用地规模和建设标准，既要
考虑政策间的衔接性、连续性，也要
考虑相邻区域间的一致性、协调性，
确保农地农用、农棚农用。

各地要抓紧抓好政策落实
《通知》下发后，政策落实是关

键。各地该如何落实《通知》规定
呢？

“设施农业用地情形复杂，国家
把住总体规定，地方细化管理要

求。”刘明松表示，从调研情况看，由
于我国区域差异大、设施农业种类
繁多，用地型态各异。从大的分类
上，有作物种植类、畜禽养殖类和水
产养殖类，每一类由于生产方式与
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在设施兴建与
用地需求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如作
物种植上，有日光温室、智能温室及
相关分拣包装、存储保鲜等设施，也
有规模化大田种植配建的晾晒烘
干、农机具存放等设施；畜禽养殖
上，不仅有养殖圈舍，还有检验检
疫、粪污处置、洗消转运等设施。因
此，国家层面难以对各地用地情况
列举式地逐一作出规定，主要是从
宏观层面把握大的原则，进行宏观
管控，具体要求由地方根据本地实
际进行细化。

刘明松表示，省级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要会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根据本区域设施农业生产实际，制
定具体实施办法，进一步细化设施
农业用地范围、明确用地规模、细化
用地取得程序。在制定实施办法
时，应注意与以往政策的衔接，妥善

处理好已建和在建设施问题，确保
政策平稳过渡。

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把服务设施
农业用地当作重要工作任务，切实
做好日常管理。要把握好设施建设
是否破坏耕地耕作层、是否符合允
许使用永久基本农田条件等情况，
确保符合实际。使用永久基本农田
破坏耕地耕作层需要补划的，要严
格落实补划。要指导督促乡级政府
及时汇交设施农业用地信息，并按
要求做好设施农业用地上图入库工
作。

部、省级强化用地监管。自然
资源部将建立设施农业用地监测监
管系统，要求各地将设施农业用地
信息在监测监管系统中上图入库。
部、省级自然资源部门将充分利用
卫星遥感影像、现代信息技术等手
段，组织开展核实监督，掌握动态趋
势，进行实地检查，发现违法违规用
地行为的，及时纠正，确保农地农
用。

中农

设施农业用地政策破冰 严防“大棚房”问题回潮反弹
近日，自然资源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设施农业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需

落实占补平衡。设施农业用地不再使用的，必须恢复原用途。设施农业用地被非农建设占用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原地类为耕地的，

应落实占补平衡。设施农业用地政策破冰，有助于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