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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治牛皮蝇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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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醒

无人机有望为世界农业带来巨变无人机有望为世界农业带来巨变

祁连读者尼玛先生问：

畜牧养殖

马铃薯窖藏注意事项

农资动态

农业部将持续推进农业部将持续推进
化肥化肥、、农药零增长农药零增长

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已逐
渐进入公众视野,下一个兴起“无
人 化 ”浪 潮 的 很 可 能 是 农 业 机
械。专家表示,无人农机有望为
中国乃至世界农业带来巨变。

中国首轮农业全过程无人作
业试验近日在江苏省兴化市启
动。工信部副巡视员王建宇说,随
着融合传感、精密导航、人工智
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普
及,传统农业作业领域的数字化、
自动化、网联化正在加速推进。

他说,美国、以色列等农业技
术先进国家已经应用了自动驾

驶、智能滴灌、变量施药等智能
化新技术,中国虽然多年保持粮
食产量世界第一,但也面临着劳
动人口老龄化、生产效率低、污
染排放率高、农产品附加值低等
问题。推动先进电子信息技术与
传统农机技术融合,加快中国农
机装备的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势
在必行。

中国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
联盟秘书长庞春霖说,这一无人
作业试验将在此进行 7 年,在对
标国际先进作业模式和技术趋势
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实现耕、种、

管、收、储、运等环节的数字化、
智能化和网联化,让农业成为富
有创意的新型产业,让农民成为
一个崭新的高科技职业,以此创
新中国的农业生产模式。

多家科研院所和企业组成的
智能化农机团队参与了当天的试
验启动仪式,并演示了旱耕机、打
浆整平机、插秧机、施药施肥机
以及收割机的无人作业。多种无
人农机借助北斗卫星导航,并加
入传感器和控制器,利用嵌入式
系统进行现场路径规划和作业控
制,同时依靠通信技术完成数据

传输。
江苏大学校长颜晓红说,这次

农业无人试验很接“中国地气”,
凝聚了中国自主开发的多项技术,
立足稻麦两熟作物和黏土、壤土
和水田等中国代表性农业作业条
件。如果能开展集约化和现代化
经营,无人作业将为中国乃至世界
农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启动仪式吸引了国内外 100
多 名 专 家 以 及 政 府 、企 业 界 人
士。乌克兰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
安德烈·谢尔盖延科观看了无人
农机作业演示后说,无人农机的

精确性让人印象深刻,建议中国
企业到乌克兰投资建设农机厂。

俄罗斯科技企业“认知技术
公司”负责合作与投资的副总裁
阿尔菲娅·卡宇莫瓦也对中国团
队展示的技术赞许有加。她说,
数字技术发展是未来趋势,公司
一年前开始做无人农机,相信与
中国企业的合作潜力很大。

庞春霖透露,俄、乌等地广人
稀的农业大国对中国无人农机很
感兴趣,俄方建议明年举办中俄无
人农机大赛。

据新华社

1.注意农药名称
无论国产农药还

是进口农药，必须具有
有效成分的中文通用
名称及含量和剂型。

2.注意农药“三证”
“三证”指农药登

记证、生产许可证或批
准文件证、产品标准
证。国产农药必须有
农业部批准的农药登
记证号、准产证号、企
业执行的质量标准证
号。直接销售的进口
农药只有农药登记证
号；国内分装的进口农
药，应有分装登记证
号、分装批准证号和执
行标准号。

3.注意使用范围
根据需要防治的

农作物病虫草鼠害，选
择与标签上标注的适
用作物和防治对象相
同的农药。

4.农药标签上应当
标注生产日期、批号及

有效期
有效期有三种表示方法，分别

是以产品质量保证期限、有效日期
或失效日期表示。根据生产日期
和有效期，判定产品是否还在质量
保证有效状态。不购买没有生产
日期或已过期的农药。

5.注意毒性标志
农药标签在显著位置上标有

农药的毒性及其标志，不同毒性的
农药产品有不同级别的标志，同时
用红色字体标有标志所对应的毒
性。

据三农服务热线

近日，甘肃省定西市退休老人在自家房顶种出15斤的大萝卜，种植
土层厚度18公分，相比普通田地种植白萝卜的重量大好几倍。图为老
人在展示白萝卜。 本报记者 马玉炜

据全省休闲农牧业与乡村旅
游发展推进会上消息，目前全省各
类休闲农牧业经营主体达 2535
家，从业人数4.5万余人，年接待游
客达 1646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24.7亿元，发放从业人员劳动报酬
16.3亿元，创利润突破10亿元。

近年来，我省紧紧围绕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拓展农业功
能，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加快美丽
田园、美丽乡村建设。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产业体系初步建立，框架
基本形成，经济、社会效益初步显
现。初步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传
统农业观光型”、以城郊设施农业
为主的“设施农业休闲型”、以民俗
文化为主的“民俗文化体验型”、以
草地畜牧业为主的“草地生态旅游
型”、以旅游景点为主的“风景名胜
依托型”等 5 种发展类型，并逐步

向主题化、产业化、区域化和专业
化方向发展。

目前，全省通过国家认定的休
闲农牧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8个、
最美乡村12个、美丽田园3个，全
国及省级休闲农牧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点 135 家。随着《青海省“十
三五”休闲农牧业发展规划》《青海
省关于加快发展休闲农牧业与乡
村旅游的意见》等扶持政策的相继
出台，全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休闲
农牧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并制定了
一系列扶持发展的政策措施，引领
和规范了全省休闲农牧业的发展。

在全省召开的休闲农牧业与
乡村旅游发展推进会上，我省还成
立青海省休闲农牧业与乡村旅游
绿色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11名行
业领头人组成了休闲农牧业与乡
村旅游人才库。 据《人民日报》

马铃薯贮藏方法有很多，如室
内贮藏、沟藏、窖藏等，但人们采用最
多的还是窖藏。

贮藏前处理
马铃薯收获之后，摊放在阴凉

通风的棚下，堆高50厘米，使其迅速
散发热和水分。待马铃薯皮干燥之
后，剔除破损、病变、腐烂的薯块，留
下好的备藏。

抑芽处理

为了抑制马铃薯的发芽，可以
用化学药物处理。方法是在收获前
两周，用浓度0.2％的青鲜素在田间
喷洒植株；另一种方法是贮藏时按每
5000公斤土豆，用萘乙酸甲酸200～
250克，加7.5～1.5公斤细土制成粉
剂，撒在土豆上。

贮窖准备与薯块入窖
选土质坚硬、地势高而干燥、排

水良好的地方挖窖。最好是伏天挖，

秋天使用，使窖壁充分干燥。窖深可
达3米。一般一个窖储量约3000公
斤左右。窖顶设通风孔。然后将选
好的薯块堆于窖内。堆藏时应掌握
好堆高。过高易发热和压伤。

4.窖藏管理措施
(1)初期：薯块初入窖时，进入愈

伤期，应维持 10～15℃较高温度及
80％～90％的相对湿度。初期由于
薯块呼吸作用旺盛，放出大量水汽，

易促使薯块腐烂，必须注意通风，防
止薯堆发热，早霜以后，应注意防止
冻窖，须立即封窖贮藏。

(2)冬季：气温显著下降时，要注
意防冻。窖温要经常保持 1～2℃。
0℃以下容易受冻，5℃以上容易发
芽。若窖温超过2℃，应适当通风。
冬季尽量避免入窖取薯。取薯时应
避免冷空气大量进入，冻坏薯坯。

据中华园林网

种植园地

专家回答：首先要消灭牛体表的幼
虫。用敌百虫、蝇毒灵或溴氰菊酯（0.01%
浓度）喷洒牛体表，每隔10天喷洒1次，能
防止成蝇在牛体表产卵和杀死卵内孵出
的第1期幼虫。

接着配合使用药物，每头牛用1%的
倍硫磷溶液170毫升喷淋或喷雾，以11~
12月份用药为好，对第1、2、3期幼虫均有
杀灭作用；或每公斤体重用8%皮蝇磷溶
液0.33毫升，沿颈部和背部的皮肤涂擦。

对于已经感染的牛，用“百虫伊针灭”
（伊维菌素注射液）每公斤体重0.02毫升，
皮下注射，用药1次即可痊愈，具有良好的
防治效果。 据《农村百事通》

日前农业农村部表示，将持
续推进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力
争我国农药化肥使用量从零增长
转为常态负增长，最终将其使用
量长期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粮食产
量实现了多年的连续增长和丰
收，并稳定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上。受种植习惯等因素影响，多
年来，我国许多地区化肥农药使
用量较多，多数作物的亩均用量
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不
仅增加了成本，而且还给生态环
境造成一定影响。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从 2015 年以来，农业农村部
(时称农业部)开展了“到 2020 年化
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副司长潘文博介绍，实施三年多
来，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化
肥农药的用量少了，2017 年我国
农药用量连续三年减少，化肥用
量也连续两年减少。二是化肥农
药的利用率高了，2017 年我国化
肥利用率达到 37.8%，比 2015 年之
前提高了 2.6%，农药利用率达到
38.8% ，比 2015 年 之 前 提 高 了
2.2%。 据中国农药网

防寒保暖 冬季气候寒冷多
变，给养鸡生产带来许多不便，特
别是低温对产蛋鸡的影响十分
明显。在一般情况下，可采取适
当增加饲养密度，关闭门窗、加挂
草帘、饮用温水和火炉取暖等方
式进行御寒保温，使鸡舍温度最
低维持在3℃~5℃之间。

适度通风 冬季由于气温较
低，鸡舍门窗关闭较严，通风量
减少，但鸡排出的废气和鸡粪发
酵产生的氨气、二氧化碳、硫化
氢等有害气体却依然存在，易诱
发鸡的呼吸道等疾病。因此，要
切实处理好通风与保暖的关系，

及时清除鸡舍内的粪便和杂
物。在中午天气较好时，应开窗
通风，使舍内空气清新，氧气充
足。

减少潮湿 冬季鸡舍内通风
量小，水分蒸发量减少，加之舍
内的热空气接触到冰冷的屋顶
和墙壁会凝结成大量水珠，造成

鸡舍内过度潮湿，给细菌和寄生
虫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因
此，一定要强化管理，注意保持
鸡舍内的清洁和干燥，及时维修
损坏的水槽，加水时切忌过多过
满，严禁向舍内地面泼水等。

据中国农业网

冬季养鸡三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