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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东市将劳动力培训转移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发展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刺绣培
训，把发展刺绣作为扩大农村妇女增收就业的渠道，其刺绣产品不仅实现了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还接到了国外订单。图为土族妇女在互助县产业扶贫园做刺绣。 李富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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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羊配种期如何饲喂

海北读者扎西先生问：

答：配种期内，种公羊要保持相对较高的
饲养水平，日粮中的粗蛋白含量应达到
16%～18%。配种期每天饲料定额大致为混
合精料1.2～1.4公斤，苜蓿干草2公斤，胡萝
卜0.5～1.5公斤，食盐15～20克，骨粉5～10
克，分2～3次供给草料，供应充足饮水。

在配种期内，有一段时间母羊的发情比
较集中，可称为配种盛期。这时，对配种任务
繁重的优秀种公羊，每天混合精料的饲喂量
要调整为1.5～2公斤，并在日粮中增加部分
动物性蛋白质饲料，如鸡蛋、肉骨粉、蚕蛹粉
等，以保持种公羊良好的精液品质。如今青
草茂盛，维生素充足，但青草的水分含量较
高，可将青草晾一会再喂，可防止公羊由于吃
青草过多而肚腹过大，影响采精。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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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潮湿结块。
化肥因吸湿而引起
的潮湿或结块，是
贮存中比较普遍的
问题，空气湿度愈
严重，应把肥料放
在干燥、阴凉的仓
库里，堆垛离墙要
有 30～50 厘米的距
离，仓库的温度在
30℃以下，相对湿
度 以 40% ～70% 为
宜。

防养分挥发。
对于稳定性较差的
化肥，如碳酸氢铵
必须包装严实，保
持干燥，防止阳光
直射。使用时应随
开随用，用完一袋
再拆一袋，用剩的肥料要扎紧
袋口。对氯化铵、硫酸铵、硝
酸铵、碳酸氢铵等铵态氮肥，
要注意不与碱性肥料同库混
存，以减少氮素损失。

防腐蚀损害。化肥一般都
具有腐蚀性，特别是过磷酸
钙、氯化铵等酸性肥料，在贮
存过程中极易产生挥发酸，不
要把农机具如喷雾器、犁、铁
桶等与化肥长期放在一起，以
防腐蚀损坏。

防中毒发生。不能把碳酸
氢铵、尿素、硝酸铵、过磷酸
钙等化肥与种子放在一起贮
存，否则会影响种子发芽率，
严重时会使种子失去发芽能
力。除此以外，不能将食物、
农药、饲料、菌种和化肥混
存，以免发生中毒事故。

防起火爆炸。硝酸盐类化
肥在贮存时要特别注意严禁烟
火，切勿和易燃物品堆放一
起。一旦着火，不能使用各种
化学灭火剂，应先用砂土压盖
再用水扑灭。 中化

现代农业

种植天地

韭菜冬天巧管理韭菜冬天巧管理

粮食作物一年两茬种植试种成功粮食作物一年两茬种植试种成功
种植种植、、收获全程机械化收获全程机械化，，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成本降低，，推广前景广阔推广前景广阔

“农用地交易的核心是经营
权的交易。”近日，农业农村部政
策与改革司司长赵阳指出，在信
息技术发展和大数据应用的背景
下，用数字化技术解决复杂的农
用地交易和农村产权配置是未来
的趋势，也是农地制度改革的重
要支撑。

党的十九大之后，让农业生
产经营者最高兴的一件事，“保持
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
十年”。这意味着，农用地是当前
我国各类型土地中使用期限最长
的，达到75年。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大
量转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
涌现，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已成为趋势。

据统计，截至 2016 年底，全国
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达到 4.79 亿
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
35.14%。

农用地作为重要的资源，本

应由市场决定配置。但长期以
来，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并没有市
场价格。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土地政策
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副教授
王健向记者介绍，农用地交易中
的高价值资产属性被忽略。仅农
用地中耕地一项，经过专家核算，
2016 年全国耕地资源资产价值总
量为 22.61 万亿元，耕地资源资产
全国平均单价约 16.75 万元/公
顷。

王健表示，如果考虑到农村
土地确权及确权后的农村金融、
农资服务等，土地流转市场规模
将高达数千亿元。“以土地流转市
场规模来看，农村土地流转是一
个蓝海市场。”

但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
中心专家调研时发现，农地交易
存在交易本地性、细碎性，交易规
范化不足，主体认识和意愿不匹
配，农地交易存在信用风险等问
题。

“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这是
本质问题。”王健说。

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转出方、用地方、监管方及其他相

关利益方难以进行有效的信息协
商和沟通，难以实现真实意图的
互通有无。

经过调研和深入研究，专家
认为，数字化为解决这一本质问
题提供了方案。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土地政策
与法律研究中心专家对北京、重
庆、湖北、四川等地农村产权交易
所实地调研，对当前运行的农地
交易网络平台进行深入研究，结
合涵盖18个省份的2000多份农户
调查问卷分析形成报告。此外，
研究团队还走访了相关大数据应
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建设等数字
化技术专家，了解数字化技术发
展的前沿。

报告得出结论，数字化技术
将会给农用地经营权交易带来巨
大变革。

“做农用地交易数字化的研
究，我们主要的初衷和思路是从
技术层面去研究农用地交易。”中
国农业大学土地与科技学院副院
长、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

心秘书长朱道林教授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农村

产权交易所都搭建了自己的交易
平台，甚至某些县级交易所也搭
建了一套，但重复搭建导致交易
平台不统一、数据不能共享。各
地信息都封闭在自己的辖区内，
市场需求未被激活，交易量也不
高。

有 交 易 所 负 责 人 在 会 上 指
出，有些地方建立的交易平台，只
是用来展示的，并未发挥交易功
能。

“从实践情况来看，农用地交
易数字化越来越迫切。”在王健看
来，农用地数字化就是主体意向、
土地客体与交易行为的数字化，
是买卖双方信息交互的过程，在
农村产权确权登记的基础上，利
用权属登记、市场需求信息构建
土地物联网，赋予农地电子书化
的证书及唯一的属性编码，他将
其称为农地数字身份证。

而有了这个数字身份证，就
可以为交易行为层级的供需双方
提供智能化的识别和反馈，以引
导形成产前规划、产中跟踪和产
后服务的系统过程。

正是通过一系列环节，最终
形成农用地经营权交易的数字化
智能合约，进而破解信息不对称
难题。

王健向记者解释，智能合约
是农用地经营权交易数字化的基
本形态。一个智能合约是一套以
数字形式定义的承诺，包括合约
参与方可以在上面执行这些承诺
的协议。

智能合约的作用巨大。据介
绍，它可以解决在信息不对称下
农地信息垄断性的问题，可以实
现交易过程的信用赋权，帮助建
立农用地经营权交易与利用的全
程监管系统。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
体经济的融合，在中高端消费、
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
济、现代供应链等领域培育新增
长点、形成新动能。

但目前，“农用地交易领域应
用这三大技术的深度和广度远远
不 够 ，需 要 各 方 进 一 步 拓 展 应
用”。王健说。

据《中国科学报》

进入冬季，天气渐冷，让植株在田间自然
枯死，使养分充分倒流回根部。清除田间枯
草，若地已封冻，可适当覆盖予以解冻。把行
间土清除，开沟拔出小鳞茎进行冷刺激和日
光照射，打破休眠。3~5天后韭根变色，撒施
细土杂肥，耧平，灌一次“根施通+杀虫剂”治
虫。浇透水，每2畦设置1个风障，畦上插弓
形竹片，上面盖膜。

盖 草 苫 增 温 保 温 ，白 天 保 持 20℃ ~
25℃。待植株长成后，通风换气，降湿防病。
阴天只要畦内温度不降低，就要揭开草苫让
韭菜接受散射光。适时喷施蔬菜壮茎灵，促
使植物杆茎粗壮、叶片肥厚、叶色鲜嫩、植株
茂盛，天然品味浓。同时可提升抗灾害能力，
减少农药化肥用量，降低残毒。覆盖 30~40
天后收割第一茬。收割后及时喷施生态药剂
新高脂膜，防病菌侵染。等苗长到5~10厘米
时施一次尿素，浇一次水，然后再覆盖。第一
茬收后25天可收第二茬，第二茬收后30~35
天可收第三茬。天气转暖后，及时撤掉覆盖
物。 王智勇

历经专家团队8年的刻苦攻
关，日前，春小麦加夏谷栽培模
式在河北省昌黎县获得成功，当
地粮食作物历史性实现一年两
茬收获，成为冀东地区新突破。

据了解，昌黎县所在的冀
东地区，受纬度和气候等因素
影响，无霜期较短，积温较低，
传统上粮食作物一年只能收获
一次。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为
粮农争取更大的效益，河北科
技师范学院教授、河北省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家林小虎
带领团队，历经 8 年攻关，比对

了50多个品种的粮食作物与多
种管理方法，创新提出了春小
麦加夏谷一年两熟栽培模式。

林小虎介绍：“冀东地区整
个无霜期大约是190天，零度以
上的积温是 4200 度，在整个生
育 期 间 ，小 麦 需 要 的 积 温 是
2200 度 ，谷 子 的 生 育 积 温 是
2000 度，我们的做法是把光热
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经过优选比对，林小虎团
队确定的春小麦品种是冀东地
区普遍种植的“津强 10”，夏谷
品种是“冀谷 39”，它具有生长

期短、产量高、适应性强等特
点。同时，团队还总结出一整
套简单易行的夏谷管理方法，
并实现了种植、收获全程机械
化，生产成本还降低了三成以
上。

据介绍，秦皇岛市以及临
近的唐山、廊坊地区，适合春小
麦加夏谷一年两熟栽培模式的
土地面积大约有80万亩。与秦
皇岛纬度相近的北京天津山西
内蒙古辽宁一带，这种一年两
茬模式都有推广应用的前景。

据《农民日报》

信息不对称是本质问题

农用地有了数字身份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