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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苑阳

近日，市林业局相关工作人员

现场踏看了河桥镇西鸠坞村、昌化

镇宜养村和东街村 3 个松材线虫

病发生疫区，检查了防治质量综合

治理情况和疫木定点加工企业的

安全生产情况。此外，现场还对我

市 2016 年新增的 2 个针阔混交林

有害生物测报点测报设备的安装

与测报工作开展的情况进行实地

踏看。

据了解，目前，我市已经建立

杭州市级林业病虫害监测点 7 个，

分别是 2 个山核桃林测报点、2 个

松林测报点、1 个竹子测报点，2016
年又新增了 2 个针阔混交林测报

点。林业有害生物测报点是开展林

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以及相关防

治工作的利器，在日常病虫害监测

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松材线虫病防控是一项任务

重、持续性的工作。根据省和杭州

市下达的防控任务和我市的实际

情况，去年以来，我市积极整合

资金，加大综合防控力度；积极

做好采伐、加工、运输三个环节

的检疫封锁管理。松材线虫病防

治取得了成效，较好地完成了防

控任务。

建立杭州市级监测点
精准防控松材线虫病

记者 王苑阳

近日，杭州市农业局渔业处、

杭州市渔政渔港渔船监督管理总

站、临安市渔政监督管理站联合行

动，在於潜镇、板桥镇开展“两禁一

超”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初级

水产品中违规使用禁限用药物行

为，促进水产品生产者规范养殖。

检查中，执法人员以甲鱼、泥

鳅为重点监管品种，检查养殖场水

产品抗生素、禁用化合物以及兽药

残留超标情况。对于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执法人员当场出具了责令改

正通知书，责令养殖场改正。

市渔政监督管理站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提升

了生产者安全生产意识，提高了水

产品安全质量，确保了市民舌尖上

的安全。

开展水产品大体检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我市农业政策性保险还处于试点阶

段，咿呀学步中还有待增种扩面，今年我市

也计划将葡萄的种植保险纳入政策性农业

保险范围。目前，农业政策性保险已为更多

的农户在创业增收的道路上撑起“保护

伞”，先不论保险赔偿额的多少，农户只需

承担 10%—40%的保险费用，这就实实在

在降低了种植风险，农业政策性保险为在

天灾面前束手无策的农户减轻了部分经济

压力。

在采访中，获知农业政策性保险在农

户中的受欢迎程度不低，但由于部分农户

对政策性保险的相关情况不甚了解，或者

未能满足参保条件而未能参与其中。太湖

源东坑村也是我市的主要采茶区，但由于

种植户多，规模散而小，没有达到 50 亩种

植规模的种植户不能参加低温险，村民郎

阿平告诉记者，他们这样的散户也希望能

够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参加茶叶低温气象指

数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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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省关注森林组织委员会

下文，命名了第七批“浙江省森林

村庄”,我市太湖源镇指南村、玲珑

街道米积村榜上有名。

近年来，太湖源镇指南村以

“红叶指南特色小镇”建设为契机，

对村庄范围实行统一规划编制，投

资 6000 余万元，全力改造提升生

态环境。依山傍水的指南村是旅行

爱好者的聚集地和摄影爱好者的

创作之地。玲珑街道米积村一直重

视生态村建设，大力改善人居环

境，发展旅游业，积极参与樱花基

地的培育工作，努力把米积村打造

成樱花小镇，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据悉，去年以来，我市按照省

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平原绿化和建

设“森林浙江”的战略部署，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把村

庄绿化作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

重点工作，深入推进“森林村庄”创

建工作，不断提升农村生态质量，

村容村貌发生了质变。截至目前，

全市已累计创建了 16 个“浙江省

森林村庄”。

新增两个省级森林村庄
指南村米积村榜上有名

这个冬天 除了加固种植设施 还流行给农作物买份保险

农业政策性保险为种植户“遮风挡雨”

连日来，气温像是坐上了滑滑梯，虽是晴好天气为主，
但最低温已降到零下。11日夜间，部分山区下起了雪。

都说瑞雪兆丰年，几十厘米厚的积雪对农户来说是福
也是祸；极寒天气制服了病菌，但也容易冻坏地里的农作
物。

蔬菜、茶叶、粮油是我市的主要经济作物。这个冬天，
我市的种植大户都给地里的庄稼上起了“双保险”，加固基
础设施的同时，再给作物买份保险平安越冬。

清凉峰镇浪广村的浪源高山蔬菜基地海拔 850 米，

今冬的第一场雪就先飘在了这片土地。山高气温低，冬天

这里基本长不出作物，但基地负责人方锡高也没闲着，大

棚的护理、水源的保障是目前最要紧的事情。

种菜这几年里，方锡高遇到最厚的雪有 50 厘米。“最

怕积雪压坏了大棚，一有积雪我们就用铲子扒雪给大棚

减负。”方锡高说，合作社的农户都很勤快，夜里一旦飘雪

也连夜上山值班抗灾。

设施建设中除了大棚搭建、维护耗费人力，水管的铺

设也花了不少精力。蔬菜基地的山湾顶上有一个水库，平

日里灌溉蔬菜的水都从这里来。方锡高与合作社成员用

防冻水管，将水库的水顺势引入基地灌溉。水源设施建设

已经投入了近 20 万元，一到冬天，维护成本更高。“虽说

是防冻的水管，但气温降到零下，还需要上山打开水龙头

让水管里的积水流完，这样一来水管结不了冰，也就不容

易冻裂。”方锡高说。

每年进入冬季防冻害关键期，在方锡高和社员们井

然有序的前期自救下，这片蔬菜基地总能逃过一劫。蔬菜

过冬有妙招，这边的茶叶种植户也没闲着。

16 日一早，我市部分茶叶种植大户来到市农林技术

推广中心了解茶叶低温气象指数保险有关情况。中心茶

叶首席专家丁洁平牵头联系了两家保险公司，开展茶叶

低温气象指数保险方案座谈会，给有意向参加保险的农

户答疑解惑。

“茶树一般 3 月份开始抽芽，前期是最怕冻的时候。每

年 2 月 21 日到 4 月 20 日是茶叶投保期，给种植户降低

种植风险。”丁洁平说，种植户自愿参保，但希望更多的农

户能够参与进来，尽量减少倒春寒带来的损失。

清凉峰镇九都村绿源蔬菜基地里，王林平一家人正

忙着加固蔬菜大棚。今年搭建的 20 个大棚，选的都是最

好的材料钢架和薄膜。

经历了去年春节前的极寒天气后，王林平对设施搭

建不敢再掉以轻心，这几天正在忙活着加固大棚。走近一

看，长 20 米的大棚里，最中间处每隔 2 米撑一根竹棍，老

王说，这样一来，30 公分的积雪压在顶部大棚都不怕，竹

柱子顶天立地，守着地里的萝卜、青菜。

转眼就要过年了，今年的春节王利平一家子会过得

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轻松，因为他们给家门口这块蔬菜基

地上了“双保险”。“除了大棚材料全面升级加固，我们还

给大棚设施和露地蔬菜买了保险。”王林平说。

去年冬天，王林平家 300 亩的蔬菜被雪压烂在了地

里，投入 15 万元的大棚设施也都压散了架。吃一堑长一

智，今年王林平一早就通过市农技中心指导给蔬菜交了

份保险。“去年要是参保就不会亏损那么多。按照这个保

险来算，我只要缴纳 2520 元的保费，就能拿到 13 万的赔

付，这风险几乎降到了零。”

2015 年，杭州市出台了《杭州市蔬菜政策性综合保

险方案》，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险种分为大棚蔬菜

种植、露地蔬菜种植保险、温室大棚设施、保淡供应四种。

据市农技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是蔬菜保险推广的第一年，我市仅有三家蔬

菜合作社投保。3 个投保基地因台风及雪灾损失收到理

赔 621 万元，但种植户自缴保险费用仅 6.8 万元，市补助

保费是自缴保费的近 5 倍。

在看到蔬菜政策性综合保险的实效后，今年，替农作

物买份保险得到了种植大户的青睐。这样一来，农户的蔬

菜种植风险将逐年降低。

我市茶山分布广，部分茶园海拔在

800 米以上，太湖源镇、清凉峰镇、高虹镇

都有农户在经营茶园，全市茶园生产面积

46000 亩，近几年受极寒天气影响，茶树冻

害严重，农户损失大，急在心里。

目前，我市茶农生产也被系上了“安全

带”。根据全市茶叶产业的现状，我市将茶

叶纳入农业政策性保险，50 亩以上种植面

积的茶园可参加茶叶低温气象指数保险。

据了解，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为种植户承

担 60%的保险费用。“这事对种植户来说

是福音。”太湖源镇芳镇家庭农场负责人项

方镇说，“去年茶树被冻坏了，影响了产量。

经营茶园第三年了，今年预计产值 200 万，

就赶紧给茶园买了份保险，图个安心。”

据首席专家丁洁平介绍，如果离茶园

最近的气象监测站实测日最低气温低于

1益，低温险就会按照不同的气温指标给予

茶农相应的损失赔偿。

去年的极寒天气让不少茶农损失惨重，

但湍口镇百公塘茶场却躲过一劫。负责人童

南刚就是给自己的 300 亩的茶树买了这份

低温险，“6000 块钱的保险费却给我挽回了

一半的损失，去年的极寒天气百年难遇，放

在一般的年份，赔付的钱就能回本了。”

这片海拔 800 米的高山茶园童南刚经

营了 14 年，最怕冻害，低温险正中了他的

下怀，“当时同行都笑我，花了这冤枉钱，事

实证明我是明智。”今年，童南刚 200 亩茶

树又参加了保险。

农户忙 给种植基地强身体

双保险 让农户吃上定心丸

茶参保 农户种植沐浴及时雨

自 1月 1日起，全市进入第三次农业普查上门入户调查阶段。板桥镇
农普办与村级普查员上门对农户进行询问和登记。据统计，板桥镇共有总
普查区 15个，普查小区 62个，总农户数 8105户，其中农户普查表登记对
象 7493户，涉及人数达 25000余人；规模农业经营户 66户，农业经营单位
90家。截止目前，已完成农户普查表登记 3200余户。 通讯员 张雯君

板桥镇：第三次农普上门调查

浪源冬修基地水利

绿源基地加固大棚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