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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养殖政策解读

让农房闲置太吃亏 这招让你有赚不赔

近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宗加镇的哈西娃村，41户123名哈西娃人全部搬进了村
里投资3000万元修建的别墅。十年前哈西娃村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蒙古族村民们世代过着逐
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如今，哈西娃村实现成功转型，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合作社规模不断壮大，以合作社带动发展的绒山羊、枸杞、牦牛等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经营，为富
民强村提供了强大保障。十年巨变，筑梦路上的哈西娃人正踏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迈向更加幸福美
好的生活。 才格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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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很多村里人或常年外
出务工，或落户城镇，自己的农
房就闲置下来，对他们来说，这
些闲置的农房只有使用权，没有
所有权，无法出售。另一方面，
有些城里人向往农村田园生活，
希望能在乡村有一块自己的“小
天地”。这两者之间能摩擦出什
么样的火花？共享农房应运而
生！

什么是共享农房？
共享农房说白了和共享单

车一样，将闲置的农房交给有需
求的人使用，使用者付出一定的
费用。这么做既给农民增收打
通了出口，也满足了一些市民希
望在农村居住的愿望，农房的属
性也得到了公平对待。

发展共享农房有哪些条件？
大量农村房屋和宅基地闲

置 据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
统计，全国农村至少有 7000 万
套闲置房屋，农村居民点空闲和
闲置用地面积达 3000 万亩左
右，如果按照每套农房年租金
5000 元来算，那全国每年农村
仅在农房方面的闲置浪费就高
达 3500 亿元，而且这个数字随
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还在增
长。

万亿元级乡村旅游市场等
待唤醒 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
乡村旅游已达 13.6 亿人次/年，
收 入 高 达 4000 亿 元 ，预 计 到
2025 年，乡村旅游人次将达到
30 亿 人 次 ，形 成 万 亿 元 级 市

场。
政策红利推动农房转型升

级 今年 2 月初发布的《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给出了一个明确的
答案：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
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
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
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
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
屋使用权。

几个大家关注的问题
共享农房租期是多久？大

家可以选择“短期共享民宿”与
“长期共享”。前者在城市中已
经发展成熟，适合观光旅游；后
者 的 租 约 期 往 往 在 5 年 至 30
年。

共享农房的房屋所有权归
谁？对于农民而言，房屋租出
去，房屋的归属权并未发生改
变，这仍然属于村民的固有资
产。

共享房屋改造资金谁来出？
房屋改造资金由村集体、村民、合
作的企业，或者要求翻建的租户
共同出资，另外政府也会给予一
定的资金支持。

共享房屋的盈利如何分配？
实行利益共享。信息发布平台
收取中介服务费，日常税费归政
府，相关的房屋主要租赁收益归
房屋户主所有，具体的利益分配
大家可以自行协商签订合同。

据《甘肃农民报》

肉羊初冬季节短期育肥
是指商品羊在出售前 3个月
进行舍饲、添加优质牧草进行
催肥，以提高商品羊的个体
重、屠宰率和经济效益的一项
有效措施。

做好育肥前的准备
肉羊育肥前的准备工作

至关重要，至少要做好以下几
项：①羊舍的准备。羊舍的地
点应选在便于通风、排水、采
光、避风向阳和接近牧地及饲
料仓库的地方；②饲草、饲料
的准备。饲草、饲料是肉羊育
肥的基础，在整个育肥期每只
羊每天要准备干草 2～2.5公
斤，或青贮料3～5公斤，或氨
化饲料3～5公斤等，精料则按
每只羊每天 0.3～0.4 公斤准
备；③育肥羊的选择。一般来
讲，用于育肥的肉羊应选用当
年的羊羔和青年羊，其次才是
淘汰羊和老龄羊。选好育肥
羊后，接着要做好驱虫、去角
修蹄、定时称重等工作。

掌握饲养管理原则
掌握粗精饲料比 肉羊虽

然能充分吸收粗饲料，但为了
提高其育肥期的日增重，必须
给予一定的高能饲料，精饲料
以占日粮的1/3为宜。

蛋白质水平 蛋白质在肉
羊日粮中的所占比例应在8%
左右。

饲喂量和饲喂方法 肉羊的饲喂量要
根据其采食量来定，吃多少喂多少。其采
食量与肉羊的品种、年龄、性别、体格和饲
料适口性、水分有关。

日常管理方法 要尽量减少肉羊运
动，降低消耗，使羊吸收的营养物质全部
用来增重。每日中午可把肉羊放出羊舍
晒晒太阳或在羊舍附近进行短时间的放
牧。

几种常用的精料配方
短期育肥必须要补喂精料，而合理的

精料搭配可达到用料少、增重快的效果。
下面推荐几种常用的精料配方：①碎玉米
40%~45%、麦麸 25%~30%、熟豆饼 15%~
20%、菜籽饼10%~15%、食盐0.5%~1%，把
总量调整到 100%；②碎玉米 74%、麦麸
10%、熟豆饼14%、骨粉1.5%、食盐0.5%；
③山芋粉57%、饼类30%、麸皮10%、骨粉
2%、食盐1%。

需要说明的是，籽实类饲料不宜磨得
过细，以免粉尘被肉羊吸入肺内影响健
康。另外，精料与青干草搭配时，最好另
加青贮料以补充维生素的需要，或适当添
加复合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王桂香

大棚草莓需肥特点
草莓生长需要氮磷钾

及硼、镁、锌、铁、钙等多种微
量元素。生长早期需磷，早
中期大量需氮，整个生长期
需钾。钾肥主要促进果实成
熟，提高果实含糖量，改善果
实品质。缺钾的症状常发生
于新成熟的上部叶片，叶片
边缘常出现黑色、褐色和干
枯，继而为灼伤，老叶片受害
严重，果实颜色浅，味道差。

大棚草莓施肥技术
施足基肥：草莓全生育

期要合理施肥才能保证植株
生长健壮，并且开花多、坐果
多、果实大、产量高。定植
前，结合深耕整地施足基肥，
一般每亩施腐熟的优质有机
肥 2000~3000 公斤，硫酸钾
型复合肥50~60公斤。

合理追肥：为满足开花
结果期对各种营养的需求，
一般在草莓开始生长之后至

开花期前，每亩追施复合肥10~15公斤，
基肥用量充足的可以不施。

根外喷施：可以根据草莓中后期长
势情况，采用根外追肥（即叶面喷肥）方
法进行辅助施肥。根据需要在生长中后
期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或其它叶面肥
3~4次，可提高座果率，并可改善果实品
质，增加单果重，延长结果期。另外，叶
面肥的喷施宜选在阴天或晴天的傍晚进
行，因为中午蒸发量大，易引起草莓肥
害。 中肥

答：灌水保温 灌水能增加土壤热容
量，防止地温下降，稳定地表大气温度，有
利于气温平稳上升，使受冻组织恢复机
能。

遮阴保护 在棚室内设置遮阴物，防
止蔬菜受冻后直接受阳光照射，避免受冻
组织失水干缩，失去生命活力。

放风降温 棚室蔬菜受冻后，不能立
即闭棚升温，只能使棚室温度缓慢上升，
给受冻组织以充分的时间吸收因受冻而
脱水的水分，从而促进细胞激活，减少组
织坏死。 李俊源

粮食补贴是我国一项重要
的惠民政策，也是鼓励农民种植
粮食，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
措施，明年，我国粮食补贴政策
又将进行调整，调整之后跟今年
有什么区别呢？来看看今年的
粮食补贴政策和明年的补贴政
策对比吧。

2018年粮食补贴政策的金
额是多少?

2018年国家将粮食直补、农
作物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合
并成了“三项补贴”，据了解，黑
龙江省今年的“三项补贴”标准
是每亩 71.78 元。据其他资料了
解到今年的粮食补贴为：小麦补
贴每亩 110 元，玉米补贴每亩
105 元，其他农作物每亩补贴
100 元(仅供参考)。而各省各地
补贴标准会有所不同，“三项补

贴”与玉米补贴、大豆补贴又不
同，这个补贴是发放给土地拥有
者的，但不管是补贴方式还是金
额标准这些在 2019 年都会有所
变化。

2019年哪些农民朋友会拿
不到粮食补贴了?

1.将田地长时间闲着不种粮
也不承包出去的农民。现在有
很多农民长年都不在农村的老
家，而是去了城市里工作。因为
一年也难得回家几次，所以自家
的田地没时间打理，又不想把田
地承包出去，就这样田地长时间
处于闲置状态。而从 2019 年开
始，这一类农民是没有粮食补
贴。另外自家土地闲置时间太
长，是有可能会被国家进行回收
的。

2.不经允许就开拓荒地的农

民。过去，国家对荒地的开发限
制不多，所以很多农民开拓荒地
没有大问题。从2019年开始，对
于没有经营权就开拓荒地的农
民，国家不仅不会给予粮食补贴
了，还有会将荒地回收的可能。

3.把土地承包给别人的农
民。不像有些常年在外将自家
的土地荒着不管的农民，这一类
农民有好好利用自家土地的心
思，反正土地荒着也是白白荒在
那里，还不如把地流转出去。对
于这一点国家是非常支持的，但
是在 2019 年这个补贴国家也不
会给予这一类农民，而是发放给
承租这块土地拿来种粮食的农
民。

2019年国家会提高哪几种
农民的补贴?

1.承包土地来种粮的农民。

国家对种植粮食的农民一直都
是大力支持的，特别是在各种政
策补贴上。为了提高种粮农民
的积极性，让他们的辛苦得到应
有的收获，也为了农村的土地不
被浪费，在2019年国家将会提高
承包土地来种粮食的农民的补
贴。

2.进行规模化种植的农民。
规模化种植的好处是很显而易见
的，为了这一类的农民能得到更
多的激励，2019年，国家也会相应
的提高他们的粮食补贴。以上就
是明年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调
整，这也是顺应环境变化而做的
调整，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盛行，
我国也在积极引导农村规模化、
机械化、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降低农业成本，让农民实现增收
的目标。 据《第一农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