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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雪天温室蔬菜管理抓好五点

惩治非法捕捞水产品 强化水生生物资源保护
对涉案物品认（鉴）定的机构、范围、标准、方法及水生生物资源损害评估方法、

标准及修复措施落实做出制度性设计，充实人员力量，统一评估标准，便于各地执法

操作，提高办案效率。

【背景】
为依法惩治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
强化水生生物资源保护，
推进渔业水域生态文明建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农业农村
部研究制定《非法捕捞案件涉案物品认（鉴）定和水生生物资源损害评估及修复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
）。并于2021 年1月22 日起实施。

《办法》明确涉案物品认（鉴）
定工作实行认定为主，鉴定为辅
的原则，规定了涉案物品认（鉴）
定的适用情形、认（鉴）定评估机
构条件、鉴定评估方式、依据标
准、时限等。
《办法》确定水生生物
资源损害评估包括直接损害评估
和间接损害评估，明确了损害内
容、评估标准和价值损害计算方
式；同时，
《办法》按照谁损害、谁
修复的原则，明确了水生生物资
源损害修复主体及修复措施。对
于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非法捕
捞行为，
《办法》特别明确，除捕获
的渔获物外，直接损害还应综合
当地渔业资源状况，评估已致死
但未被捕获的水生生物的价值，
其价值可按照实际查获渔获物价
值的三至五倍计算；同时，按照不
低于水生生物资源直接损害十倍
计算间接损害。
第一条 为依法惩治非法捕
捞、破坏水生生物资源的违法行
为，规范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资源
鉴定及损害评估工作，保障渔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根据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改革精神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渔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长
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
办发明电〔2020〕21 号），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非法
捕捞案件中涉案物品认（鉴）定和
非法捕捞造成的水生生物资源损
害评估与修复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涉案
物品认（鉴）定，是指对非法捕捞
涉案捕捞工具、捕捞方法和涉案
渔获物的认定、鉴定。
第四条 涉案物品认（鉴）定
工作实行认定为主，鉴定为辅的
原则。

对于涉案的非法捕捞工具、
捕捞方法、渔获物品种以及对水
生生物资源的危害程度等问题，
原则上由渔业行政处罚机关两个
工作日以内作出认定；难以确定
的，可以委托专家或鉴定评估机
构进行鉴定或评估。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渔业行政处罚机关可以委托专家
或鉴定评估机构进行鉴定或评
估：
（一）难以确定涉案捕捞工
具、捕捞方法是否属于禁止使用
或限制使用的捕捞工具、捕捞方
法的；
（二）难以确定涉案渔获物是
否属于保护物种的；
（三）难以确定水生生物资源
损害程度的；
（四）难以确定水生生物资源
修复措施的。
第六条 渔业行政处罚机关
委托开展鉴定评估的，应当选择
具有环境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
省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推荐的具
备水生生物或水域生态环境研究
能力和实验条件的高校、科研院
所和其他机构。
第七条 渔业行政处罚机关
应当与鉴定评估机构签订鉴定评
估委托协议，明确鉴定评估事项、
时限和要求等内容。鉴定评估费
用，可参照有关司法鉴定收费规
定执行。
第八条 渔业行政处罚机关
应当按照渔业违法案件取证规范
要求做好案件相关证据的收集和
固定，并协助鉴定评估机构做好
鉴定、评估等工作。
第九条 鉴定评估机构认为
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不能满
足鉴定需要的，渔业行政处罚机
关应当及时补充。
第十条 鉴定评估专业技术
人员提取鉴定材料的，渔业行政
处罚机关应当派两名具备执法资

格的执法人员到场见证并在提取
记录上签字。
经渔业行政处罚机关主要负
责人批准，可以向委托鉴定评估
的人员提供与鉴定评估相关的案
情资料；必要时，可允许相关鉴定
评估人员旁听对当事人的询问。
第十一条 鉴定评估应当采
用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和技术规
范。尚未制定标准、规范的，应当
采用普遍认可、广泛采用的鉴定
评估方法。
第十二条 委托鉴定评估一
般应在三十日内完成。情况复杂
的 ，可 以 适 当 延 长 鉴 定 评 估 时
限。鉴定评估机构出具的鉴定评
估报告应由主要负责同志审核签
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专家出具的
鉴定评估报告应由专家本人签
字。
第十三条 认（鉴）定涉案捕
捞工具应当依据《渔具分类、命名
及 代 号》
（GB/T 5147）确 定 其 名
称，并结合农业农村部或相关省
级渔业主管部门公布的、禁止或
限制使用的捕捞工具名录及相关
规定，判定其是否属于禁止或限
制使用的捕捞工具。
认（鉴）定涉案电鱼工具应当
综合考虑其结构或组成、工作原
理等因素。
第十四条 认（鉴）定涉案渔
获物物种应当确定其科学名称、
保护级别、发育程度、物种来源等
相关事项。
第十五条 水生生物资源损
害评估分为直接损害评估和间接
损害评估。
第十六条 直接损害评估主
要是评估非法捕捞渔获物的价
值。
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
动物、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附录水生物种、未列入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附录水生物种的地方重点保

护水生野生动物，其价值评估按
照《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
评估办法》执行。
其他渔获物的价值，根据销
售金额进行认定；无销售金额、销
售金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售金
额认定明显偏低的，根据市场价
格进行认定；仍无法认定的，由渔
业行政处罚机关认定或者由有关
价格认证机构作出认证并出具报
告。
对于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
非法捕捞行为，直接损害还应综
合当地渔业资源状况，评估已致
死但未被捕获的水生生物的价
值，其价值可按照实际查获渔获
物价值的三至五倍计算。
第十七条 使用电、毒、炸等
严重破坏资源环境的方式，或者
禁用渔具从事非法捕捞的，应同
时开展间接损害评估。
间接损害评估应结合非法捕
捞作业类型、时段、时长、区域、当
地渔业资源状况等因素确定，主
要评估水生生物生长发育受阻、
繁殖终止和栖息地破坏等方面损
害量。水生生物生长发育受阻和
繁殖终止的损害量，原则上按照
不低于水生生物资源直接损害三
倍计算。水生生物栖息地破坏的
损害量，原则上按照不低于水生
生物资源直接损害两倍计算。
对于电鱼、毒鱼、炸鱼、拖曳
泵吸耙刺、拖曳水冲齿耙耙刺、拖
曳齿耙耙刺以及在禁止使用拖网
作业的水域、期间内使用拖网作
业等非法捕捞行为，间接损害按
照不低于水生生物资源直接损害
十倍计算。
第十八条 对于携带电鱼、毒
鱼、炸鱼等相关禁用工具（物质）
进入渔业水域、现场未查获渔获
物，水生生物资源损害难以确定
的，可根据现场执法音视频记录、
案发现场周边视频监控、交易通
联记录、证人证言、当事人的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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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辩解，涉案捕捞工具或捕捞方
法、范围、季节和持续时间，捕捞
水域环境条件和水生生物分布情
况等因素综合评估水生生物资源
损害总量。
第十九条 按照谁损害、谁修
复的原则，水生生物资源损害当
事人应当履行水生生物资源修复
义务。当事人不具备修复能力
的，可以委托具备相应修复能力
的第三方实施。
第二十条 水生生物资源修
复措施主要包括增殖放流和栖息
地修复等。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措
施应充分考虑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资金安排一般不低于所造成
的水生生物资源损害总量。
增殖放流应当根据捕捞水域
的水生生物资源状况、水环境条
件、涉案渔获物组成、苗种供应可
行性等因素综合确定种类和数
量，并遵守《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
理规定》。
水生生物栖息地修复措施包
括设置人工鱼巢和人工鱼礁等。
第二十一条 渔业行政处罚
机关应当加强对当事人履行修复
义务的监督管理。
履行修复义务情况可以作为
案件处罚的参考。
第二十二条 鉴定评估机构
弄虚作假致使鉴定评估严重失实
或结论错误、擅自披露案件信息
等违规情形的，渔业行政处罚机
关应当终止委托业务，并向相关
主管部门通报。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
渔业行政处罚机关，是指依法作
出渔业行政处罚决定的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或渔政监督管理机构。
第二十四条 相关部门办理
非法捕捞公益诉讼案件需进行非
法捕捞涉案物品认（鉴）定或水生
生物资源损害评估的，可参照本
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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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答疑］

辣椒落花落果
怎么办？
夏季辣椒落花落果主要原
因是辣椒的花蕾在超过 32℃就
极容易出现脱落的现象，此外，
受高温干旱气候的影响，棉铃
虫、烟青虫、红蜘蛛等害虫发生
猖獗，危害面大。与此同时，辣
椒炭疽病、病毒病、脐腐病、软
腐病、日灼病等病害发生也较
为普遍，这些也是造成辣椒出
现
“三落”现象的重要方面。
辣椒落花落果怎么办？
解决办法可以参考下列方
法：
一、根据土壤墒情和天气
状况，科学浇水，做到旱能浇，
涝能排：在高温干旱天气条件
下，应及时浇水，保障植株正常
的水分需求。特别是花蕾期和
结果期对水分的需求比较敏
感，缺水时极容易引发辣椒“三
落”现象的发生，浇水时间应选
择在清晨为宜。遇到强降雨和
涝灾时，应及时排除田间的积
水。
辣椒落花落果怎么办？
二、喷药防治：在做好对虫
害、病害防治的基础上，可喷施
防落素、硼砂等微量元素，提高
植株的座果率。

灵芝怎么种产量高？
详细栽培方法可以参考如
下。
第一、灵芝栽培料的配制：
灵芝是木腐生菌，分解木
质素能力强，所以，栽培灵芝的
碳源材料来源广泛。如木屑、
甘蔗渣、玉米芯、象草、玉米秆
等，在这里我不推荐用棉籽壳，
因为价格太高。
我们选材要因地制宜，降
低生产成本，有很多人认为甘
蔗渣、玉米秆等草本植物很难
种出高产量的灵芝，其实关键
就是材料粗细搭配得当就可以
了，做出的菌包不会过松也不
会过紧，
有弹性。
不同地区用的材料粗细是
不同的，比如木屑有锯末状的，
有颗粒状的，所以别人用的配
方能种出高产的灵芝，而你用
同样的配方不一定能种出高产
量的灵芝。所以大家不要随便
采用别人的配方。应在你本地
方找一个更加适用的配方比
例。
第二、灵芝菌丝培养：
菌丝培养是个非常关键的
环节，把握好你种植的品种特
性，设计一套适合于他的培养
方法。关于这环节，在将来我
再用专题细说。
第三、灵芝菌丝长满袋后，
把灵芝搬到出芝房，按照你喜
欢出芝的方式出芝，但菇房一
定能做到控制空气的氧量，光
线不宜过强，
阴凉，
保湿。
灵芝在出芝时，在地板洒
下水就可以了，不宜空中喷雾，
在干燥天气一天洒 1-2 次水就
可以了。水分不宜喷得过于频
繁，因为那样会使空气中的水
一干一湿，灵芝生长很难适应，
就长得不大个了。这叫顺其自
然法则。

在深冬温室蔬菜生产上常会
遇到阴雪和雾霾天气，对温室蔬
菜的生产和管理带来极大的不
便。下面介绍一下温室蔬菜阴雪
天气条件下的管理措施。
一、稳固骨架，
防止倒塌
雪停后，要及时清除温室棚
膜及四周的积雪。尤其在遇到夜
间突降大雪，当保温被和棚膜上
的积雪超过棚室骨架所能承受的
最大压力时，会出现棚室倒塌的
现象。因此，在遇到大雪天气时，
应及时清除棚面上的积雪。对于
一些跨度较大，立柱少或无立柱

的棚室，下雪天一定要增加临时
性立柱，支撑拱架，防患于未然。
二、保护草苫，提高温度
草苫一旦被雪水或露水打
湿，就会使其防寒保温性大大降
低。在草苫上覆一层塑料薄膜，
既可减少棚室内热量的散失，又
可防止雨雪浸湿草苫，提高其保
温性。另外，阴雪天由于天空中
云层较厚，气温一般不会很低。
为了保护草苫，下雪天可不盖草
苫，待雪停后扫净棚面上的积雪，
夜间再盖草苫。阴雪天气没有直
射光，温室内的温度会随着外界

气温的下降而下降。遇到这种天
气时应对温室进行临时性加温，
将温室内的温度提升到 15℃左
右，防止低温危害。温室内切勿
明火加温，要设置火道，火道的接
口要封严，以防有害气体泄漏到
棚室内，发生人煤气中毒事件。
三、正常揭苫，增补光照
如果阴雪天气持续时间较
长，一连数日都不揭草苫，蔬菜植
株多日不见光，就极易被“捂黄”
而染病，从而导致死亡。多日阴
雪天气，温室内的温度降得很低，
一旦遇到晴天，阳光照射到棚膜
上，温室内的温度会迅速升高，而
土壤温度升高相对较慢。气温升
高后，叶片水分的蒸腾也随之加
快，但此时土壤温度较低，根系吸
水力较弱，所以植株容易出现萎
蔫现象，严重的会导致死亡。因
此，遇到久阴骤晴的天气，应该注
意回苫。先少揭几条，使室内温
度缓慢上升，并注意观察叶片的
表现。若叶片正常，再逐步增加
揭苫数量，直到全部揭开；若发现
有萎蔫现象出现，应及时再盖上
几条草苫，揭苫、回苫有时需要反
复进行 1～3 天。
四、增温保暖，预防冷害
对于番茄、黄瓜、茄子、青椒
等喜温性蔬菜来说，如果室内温

度长时间低于 10℃以下，其根系
吸收能力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停
止生长，出现冷害。植株停止生
长，伴有化瓜、掉果、落果的现象，
且叶片变黄，植株抗性降低。对
于一些墙体薄、草苫薄、后坡薄的
温室来说，在阴雪天气更易发生
冷害，一定要做好保温工作。可
以通过在夜间覆盖保温物如加盖
保温被，或生火炉、补充光照等方
法来提高温室内的温度。
五、加强中耕，通风排湿
温室蔬菜生产中底肥的使用
量较为充足，再加上冬季温度低，
植株生长慢，所以需肥量和需水
量也较少，管理时应掌握不追肥，
少浇水的原则。要加强中耕，以
提高地温，排出肥料分解时所产
生的二氧化碳和一些有害气体，
使新鲜空气进入土层，促使根系
生长发育。早晨揭苫后由于室外
气温较低，室内会形成大量飘浮
的雾气，此时若扒膜通风，会使温
室内温度急剧下降，对蔬菜生长
反而不利。一般扒膜通风排湿的
时间应在外界气温和室内湿度回
升后，从棚室脊顶扒开 15～20 厘
米宽的小缝，半小时后合上，以利
增温贮热。用同样的方法在中午
前后再通风 1～2 次。

冬季大棚芹菜防冻有方法
天气寒冷，给大棚芹菜生产
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为了棚室生
产安全，介绍几种经济适用的防
冻措施：
一、喷洒新高脂膜：在使用
时稀释 500~800 倍液喷施植株。
能防止病菌侵染，提高抗自然灾

害能力，可起到防寒、抗冻的效
果。
二、棚外周围熏烟：寒流到
来之前，在棚外周围点火熏烟，
防止周围热量向高空辐射；但不
能在棚室内用柴草点火升温，柴
草燃烧放出的烟对蔬菜有极大危

害。
三、增加覆盖物：在棚室四
周加盖草苫或玉米 （麦） 秸，可
提高棚室温度 1~2℃；在原有草
苫上再盖一层薄膜，不仅可以挡
风雪，而且可使棚室提高温度
2~3℃。同时，经常打扫、擦洗

棚膜，可增加光热，提高棚温。
四、双层覆盖膜：在无滴膜
下方拴绳，铁丝上方再搭一层薄
膜，其中隔有空气，可明显提高
棚室温度，生长期适时喷施壮茎
灵，可使植物秆茎粗壮、叶片肥
厚、叶色鲜嫩、植株茂盛。

防治荔枝蛀果害虫有良策
荔枝蛀果害虫有荔枝异形小
卷蛾、荔枝小灰蛾、爻纹蛾和荔
枝蒂蛀虫等几种。每年荔枝始花
期开始发生为害，4 月底至 6 月初
为害甚烈。幼虫先咬破幼果外壳,
然后蛀入果内,取食果核,造成大量
落果,引起减产和降低果品品质,危
害极大。此外幼虫还取食荔枝树
的嫩茎,大大地影响荔枝树的生
势。因此,可以说,荔枝蛀果害虫是
荔枝生产更重要的害虫。能够经
济、有效地消灭荔枝蛀果害虫,则
荔枝园增产增收有望,否则便是一
句空话。
由于这类害虫抗药性较强和
蛀入果核取食为害等原因,因此,使
用常规杀虫剂,如有机磷类(敌百

虫、敌敌畏)、拟除虫菊酯类(灭扫
利、绿氰菊酯)、氨基甲酸酯类和
一些特异性杀虫剂也不能达到预
期的防治效果,即使使用价格昂贵
的一些进口杀虫剂仍不理想。根
据我们大面积试验,使用 7.5%虫霸
乳油 1:2000～4000 倍液喷洒,防治
效果达 98%以上。为在药液中加
入用 1～1.5 公斤生石灰开成的石
灰乳,经充分搅拌之后喷洒,则杀虫
效果更佳,而且还可以确保一个月
之内没蛀果害虫为害。此药兼治
荔枝蝽蟓、龙眼鸡和白蛾蜡蝉等
其他荔枝害虫。
德保牌 7.5%虫霸乳油,是德庆
西江植保化工厂生产的发明专利
产品之一。该药采用多种植物精

炼而成,有内吸、触杀和胃毒作用,
是一种高效、低毒、经济、安全

的植物杀虫剂,对于防治抗药性害
虫效果佳。

水灾后竹荪种植怎么防治病虫害？
水灾后竹荪栽培常易发生的
病原菌：黏菌、烟灰菌，害虫：蛞
蝓、白蚁、螨类等防治方法介绍如
下，
以供菇农参考。
1.黏菌发生在竹荪畦面裸露
土或覆盖的稻草上，初期为黏糊
糊，会变形运动，呈乳白色、橙黄
色、黄绿色，使菌丝生长受抑或逐
渐消亡，严重时不再生长竹荪；竹
荪 菌 蕾 受 到 危 害 呈 水 渍 状 、霉
烂。防治措施：加强通风。初期
可 用 多 菌 灵 、70％ 甲 基 托 布 津
1000 倍、硫酸铜 1：500 倍、10％漂

白粉连续喷洒 3-4 次。
2.烟灰菌常发生在高温高湿
环境。初期在竹荪畦面覆土层出
现脏白色绒毛状菌丝，很快变成
粉红色、黑色，菌落呈深烟灰色，
并产生大量的黑色孢子。其主要
为害竹荪菌丝，导致菌丝断裂，直
至死亡。防治方法：早期出现脏
白色绒毛状菌丝时为治疗最佳
期，此时可直接在病症处喷洒 3％
的石碳酸或者 2％的甲醛。当出
现黑色孢子时可用 2O 倍的福尔
马林加甲基托布津(70％)可湿性

粉剂 700 倍稀释液喷施。严重时
在发病处周围挖断培养料，在患
处及周围撒新鲜石灰，用塑料膜
将病患处盖住，
控制其扩散。
3.蛞蝓一种软体动物，俗称
“鼻涕虫”，无外壳，身体裸露，主
要吞噬竹荪菌球，造成菌球穿孔，
并留下一道白色黏液。防治方
法：用 1：50：50 的砷酸钙、麦皮、
水置于蛞蝓出没的地方诱杀，或
在蛞蝓出没的地方喷洒 5％煤酚
皂溶液、50％食盐水滴杀。
4.白蚁为害竹荪常见的白蚁

面/向/郊/区

有家白蚂蚁、黑翅土白蚁、黄翅大
白蚁。能蛀食竹荪菌丝，影响竹
荪产量。防治方法：追寻蚁巢和
主要蚁路，用 80％亚砷酸、15％
水 杨 酸 、5％ 氧 化 铁 配 成 毒 剂 施
人，每巢喷6一l5g即可全巢死亡。
5.螨类在高温高湿时容易爆
发，竹荪菌丝生长阶段以及出菇
阶段均有发生，能把菌丝咬断，菌
丝萎缩不长，也能咬竹荪菌球，并
传播病菌，发生严重时造成绝收。
防治方法：用 2.5％天王星 2000 倍
液或者其他专用杀螨剂进行喷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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