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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加强卫生管理袁增强防疫
意识

禽类养殖场应实行专人饲养袁
非饲养人员不得进入禽舍袁 谢绝一
切参观活动遥 饲养人员进入生产养
殖区应更衣换鞋袁进行淋浴尧消毒遥
要严格消毒制度袁饲养用具尧禽舍尧
运动场要定期用苛性钠等进行消
毒遥 场门口设立消毒池袁禽舍入口处
用生石灰铺路遥 对进出禽场的车辆
及相关物品进行彻底的消毒袁 严防
带有病菌或被污染的用具尧车辆尧箱
体尧饲料尧种蛋等进入场内遥

渊二冤定期对禽舍及周围环境进
行消毒袁加强带鸡消毒

适用于防疫期及疫病流行期鸡
场的消毒袁要求消毒液低毒尧刺激性
小袁可用 0.3%过氧乙酸尧0.1%新洁尔
灭等遥 消毒时喷头距鸡体应 70厘米
左右袁不准直接对着鸡头袁雾粒 80耀
120微米遥应以屋内物体见湿不流为
宜遥 鸡日龄不得低于 10天遥

渊三冤加强饲养管理袁科学饲养袁
降低疫病的发生率

疫病的发生袁 大多是由于饲养
管理不善或防疫制度不严造成的袁
因此在饲养管理上必须采取严格措
施遥 保证合理的饲养密度袁禽舍要保
持干燥袁空气清新袁光照合适袁注意
季节气候的变化做好冬季防寒尧保
暖和夏季防暑工作遥

渊四冤给禽类以良好的通风和优
质干净的饲料尧饮水

尽量减少应激反应的发生遥 饲
喂合理的全价饲料袁 保证饲料优质
不霉变袁 以满足家禽生长发育和生
产的需要袁舍内备有充足尧清洁的饮
水袁确保水槽不断水袁经常性地投服

多维素袁以增强鸡体的抗病能力袁从
而降低禽群的发病率遥 饮水消毒可
用漂白粉袁 每公斤水加入 1毫升用
含有效氯 20%以上的市售漂白粉配
成的 1%的漂白粉液遥

渊五冤鸡粪的无害化处理
鸡粪中的微生物和寄生虫是疾

病病原袁必须经过无害化处理遥 一般
鸡粪要堆积处理院 鸡粪堆积封闭后
产生的热量使粪堆内温度高达 80益
左右袁 从而杀死病原微生物和寄生
虫虫卵遥 方法是在离鸡舍较远的地
方挖土坑袁坑底垫少量干草袁填满鸡
粪后用泥浆涂抹袁 时间一般 1耀2个
月遥

渊六冤发生疫情的禽舍的消毒
发生过疫情的禽舍袁 在妥善处

理禽群及粪便后袁要及时对禽舍尧运
动场等进行彻底消毒遥 饲料槽尧水
盆尧饮水器等要进行洗刷消毒曰禽舍
经清洗尧消毒以后袁还需要密闭熏蒸
消毒遥 彻底消毒后的养殖场一般不
要立即再养殖鸡尧鸭等禽类袁最好经
过一段时间自然净化以后再用遥

家禽规模养殖场饲养管理要点

当前，在全县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刻，春耕生产也相继展开。农时不
等人，各地应强化措施，在做好农民
自我防护的同时，全力做好田间管
理，抢先抓早开展春播工作，为粮食
丰收奠定基础。

粮食安全涉及百姓的吃饭问
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尤其
在当前形势下，要守住稳增长的下
限和防通胀的上限，粮食的供给绝
不能有大的波动和闪失。这不仅要
求农民辛勤耕耘，更需要农业部门
干部能沉得下去，扎扎实实做好春

耕、春管工作。
确保春耕生产顺利开展，必须

突出抓好春播面积的落实工作。要
落实好良种补贴、最低收购价、临时
收储等政策，增加农民收入预期；要
确保种子、化肥、柴油、农膜等农资
量足价稳；突出抓好重点区域，抓好

重大技术推广，在深入推进高产创
建整建制试点的同时，全面开展增
产模式攻关，打造一批粮食高产高
效示范区。

同时，要突出抓好防灾减灾工
作。重点防控倒春寒、干旱、春涝、干
热风等灾害，加强病虫的监测预警
工作，及时发布病虫信息，大力推进
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干部和农技
人员深入生产一线，把关键技术送
到田间地头，努力夺取夏粮丰产，实
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

春耕生产需抢先抓早
易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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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农村春耕新事多袁绿色肥料用车拖曰穿着皮鞋种良
田袁铁牛田里唱欢歌曰网上备耕寻市场袁充电求知忙学做曰
专家田间来授艺袁农民心里乐呵呵浴冶连日来袁一首农耕顺
口溜在合德镇广泛流传袁 生动地描述了当前该镇春耕的
热闹场景遥

农民种地不再愁
以前袁一到春耕时节袁合德镇边港村村民李海满就心

里直犯愁院两个儿子在外打工袁家里就他和老伴袁整地尧施
肥尧播种袁成天跟着牛屁股后面走袁几年下来袁整个人累得
变了形遥
今年春耕袁李海满再也不用愁了遥去年他靠农机具补

贴政策买了旋耕机尧插秧机袁一共才花了 3万多块遥 他高
兴地说院野今年我家种了 20亩水稻袁 有了这两个铁家伙袁
不但自己家种田不用愁袁还可以帮人家耕地尧插秧挣些现
钱袁真合算浴 冶
近年来袁 该镇把推进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为发展

现代农业尧解决农村劳力紧缺的重要手段遥为进一步推广
农业机械化袁该镇每年都举办机械化耕作现场演示会袁让

农户们现场感受机械化作业的好处和优点袁 为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袁 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宣传
推介作用遥

专家田间来授艺
伴着沁人心脾的泥土芳香袁 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

的亲民为民之风遥在合德镇的田间地头袁随处可见戴着口
罩的农技人员忙碌的身影袁 他们正在向农民兄弟讲解大
小麦的病虫害防治技术遥

3月初以来袁 合德镇农技中心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实际袁把办公地点搬到春耕生产一线和田间地头袁组织
了由 10多名农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农资供应尧 新技术推
广尧农机维修 3支流动服务队伍袁深入村组尧农户和田间
地头袁积极开展野零距离为民服务冶活动袁并开通了 24小
时服务热线袁保证随叫随到袁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遥

野以前我们在种植过程中遇到技术难题袁就四处寻找
解决方法遥现在好了袁技术员主动走到田间地头解决我们
的种植难题袁我们发展反季节蔬菜生产的信心更足了遥 冶
该镇凤凰高效农业示范园种植户杨健高兴地说遥

大棚蔬菜网上销
手机传信息袁网上找商机遥今年春耕种什么钥 合德镇

条心社区农民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找到了答案遥
野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袁我生产的西葫芦一度滞

销袁后来借助电商平台袁在网上销售西葫芦袁我 50%以上
的西葫芦是网上销售的浴冶该镇条心社区反季节蔬菜种植
户高成佐告诉记者遥早在 2016年袁当时 45岁的高成佐认
准网络销售农产品是条致富好门路袁花了 6000多元钱买
了一台电脑袁并报名参加电脑培训班遥 培训结束后袁他就
在该社区流转 300多亩地建起蔬菜大棚袁 种植起反季节
蔬菜遥此后袁他就天天守在电脑前袁学蔬菜种植技术尧探市
场行情尧发销售信息袁用键盘敲开了蔬菜销售市场遥如今袁
他种植的蔬菜通过网络远销到上海尧苏州尧无锡地遥

当前袁行走在该镇乡村田间袁一幅幅生动鲜活的野农
耕图冶展现眼前遥 田野里农民犁田整地袁机声隆隆曰乡道
上袁满载肥料尧种子尧农药的农用车来回忙运农家肥曰菜地
瓜田里袁农民间苗锄草尧治虫尧施肥噎噎

田间地头春意闹
要要要 合德镇春耕备耕见闻

本报记者 杨向东 通讯员 孙学帅

本报讯 渊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丁正松 成麟祥冤
野您把口罩戴上袁没事别老出门闲逛啊浴 冶3月 12日下午袁
在盘湾镇裕民新型社区一期工程建设现场袁几名身穿防护
服的物业管理人员正在为群众居住区进行一天两次的喷
洒消毒遥 该社区率先试行的野三个一点冶物业管理模式袁目
前已经被全市推广遥

年初以来袁盘湾镇始终坚持唱好野稳冶字诀袁一手抓农
房改善推进工作袁一手抓好疫情防控袁加快完成拆除 695
户危旧房尧新建两个新型社区尧扩建一个新型社区的任务遥

紧扣时间节点抓推进遥 该镇按照野以拆定建尧先建后
拆冶的要求袁实行项目化尧节点化尧责任化推进曰完善中华尧
裕民新型社区后期配套设施袁突出抓好野一镇十村冶示范建
设曰统筹推进振阳尧中华尧宏大在特色田园乡村试点上进行
探索袁排出具体工作量清单袁落实资金袁明确责任袁对照时
间节点要求袁加快组织实施遥

对照目标任务抓推进遥 该镇完善工程建设手续袁全面
启动危旧房拆除工作袁同时做好政策宣传袁科学引导群众袁
通过规划展示尧算账对比尧组织观摩袁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农
村新时期发展的趋势遥

用好用活政策抓推进遥该镇依据野优先鼓励进城尧积极
引导入镇冶的原则袁进一步激发农民群众进城入镇购房的
积极性袁出台叶盘湾镇关于引导农民野进城入镇冶全方位激
励机制的实施意见曳袁足额发放专项补助资金袁提升农民群
众的获得感尧幸福感遥

盘湾镇

念好农房改善“稳”字诀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荣冤3 月 13 日下午袁笔者在黄沙
港东方村的麦田里看到袁三三两两的村民正在对麦田进行
除草遥 这是该镇加强春季田间管理的一个镜头遥

连日来袁黄沙港镇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袁采取有力
措施袁扎实开展春季小麦田间管理袁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遥

确保宣传到位遥 该镇结合疫情防控宣传袁利用各村政
务公开栏尧大喇叭尧微信群尧宣传页等多种媒介向群众宣传
春季麦田管理知识袁做到野氛围浓起来尧干部动起来尧群众
干起来冶袁 切实提高对春季麦田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
认识袁增强群众管理麦田积极性袁让群众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袁不耽误农时遥

确保指导服务遥该镇组织农业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春
季麦田管理指导小组袁深入田间地头袁认真开展苗情尧墒情
和病情调查袁强化田间指导袁现场帮助农民解决麦田管理
中遇到的问题遥

确保严密监控遥 该镇根据春季小麦生产特征袁对小麦
的病虫害实行严密监控袁要求包村干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监控村内病虫害防治进展情况袁定期更新防治技术意
见袁指导农民适时开展防治活动遥

黄沙港镇

加强春季麦田管理

本报讯渊通讯员 冯小雨冤连日来袁洋马镇在抓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 扎实推进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袁 力争战
野疫冶尧春耕生产两不误,努力实现全年农业增产增效和农
民增收目标遥

该镇对疫情防控尧 春耕生产尧 生活物资保障统筹安
排袁一手抓疫情防控尧一手抓生产保供遥 压实跟踪服务责
任袁通过电话尧广播尧发放技术资料等方式提供技术咨询
服务袁指导农户抓好田间管理袁并抽调精干力量袁组成农
业技术服务队袁深入田间地头袁通过单独到点袁保持安全
距离指导的方式袁面对面接受农民群众的咨询袁手把手指
导袁通过典型引路和现场指导等形式袁为广大农户现场讲
解排水降渍尧倒伏防治尧防病治虫尧施好拔节孕穗肥和预
防倒春寒冻害等注意事项遥

该镇积极做好动植物疫病防控尧 农村防疫和生猪畜
禽补栏增产等工作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袁
加强流通环节畜禽及其产品调运监管曰 镇相关部门对已
过免疫保护期和新补栏的畜禽及时进行补免袁 继续做好
非洲猪瘟尧禽流感的常规免疫工作袁及时关闭农贸市场活
禽交易点和宰杀点袁落实专人对全部场所尧设施尧用具进
行彻底清洗和消毒袁有效净化市场环境袁降低疫病传播风
险遥

洋马镇

春季农业生产“早”字当头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翟学武 张建忠冤3月 13 日上午袁
在长荡镇甲侯村居民的家前屋后袁 多位植树农户戴着口
罩正认真引水浇灌树苗遥 这是该镇大力推进野绿色长荡冶
建设的一个镜头遥

入春以来袁该镇按照珍贵化尧彩色化尧效益化要求袁全
面推进春季造林绿化工作遥 在农村造林上袁该镇重抓规模
造林和绿美乡村建设袁在高铁沿线再流转土地 500 亩袁由
县旅投公司规划栽植胸径为 5 公分以上的优质绿化苗
木曰全面建设好甲侯村绿美乡村袁在党群服务中心建一个
2亩以上供村民开展休闲健身活动的公共森林绿地袁同时
建设一块连片 20 亩以上的村片林遥 在集镇绿化上袁该镇
严格执行小城镇绿地系统规划袁 按照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38%的小康指标要求袁科学利用本镇自然资源优势袁重点
推进集镇新兴产业园 60 亩风景林建设遥 在绿色通道上袁
该镇实施好野四好农村路冶绿化达标工程袁新建和改造提
升绿色通道 28 公里渊其中改造提升四长线 7 公里尧长青
线 6公里尧川沙线 10 公里袁新建三中线 5 公里冤遥 截至目
前袁 该镇已完成成片造林 850 亩袁 占县下达任务数的
170%遥

长荡镇

给“有爱小镇”披“绿装”

野张大妈袁你把树苗扶正了袁我来填
土遥冶野老李袁您让开一点袁我来浇点儿水遥冶

近日袁伴着明媚的阳光袁记者来到临
海镇后涧村袁 见到一派繁忙的植树场景院
戴着口罩的村民们和村组干部挥锹铲土尧
扶苗填坑尧踏土夯苗袁三人一组袁五人一
队袁默契配合袁你扶苗尧我填土尧他浇水袁认
真地完成着每一道工序遥 不一会儿袁一株
株绿色的树苗野站立冶在田野里遥

野植树不仅能美化环境袁还能增强大
家的环保意识遥 冶该村村民张玉花早早就
来到了植树现场袁 尽管额头上冒出了汗
珠袁但她还是干劲十足袁野造林绿化是利国
利民的大好事袁大家都想用实际行动为建
设美好家园贡献一份力量遥 冶

记者了解到袁为了帮助村民树立环境
保护意识袁该村还给村民们发放植树倡议
书尧垃圾分类等宣传资料袁呼吁居民从身
边的小事做起袁多种一棵树袁少扔一些垃
圾袁爱护一草一木遥

野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植树活动袁增强
村民们对绿化环境尧 保护环境的意识袁让
村民体会到爱绿尧护绿是一种美德袁倡导
大家创造一个生态和谐的美丽家园遥 冶正
在现场植树的该村党支部书记侯春高对
记者说遥

尽管此时的春风还有些寒冷袁但望着
眼前那一片绿色袁大家满心欢喜遥 泥土和
绿树的芬芳气息扑面而来袁让人倍感心旷
神怡遥

扮绿美丽家园
本报通讯员 陈洪飞 记者 范媛媛

近年来袁我县
以农业强尧 农村
美尧 农民富为目
标袁以发展现代高
效农业尧增加农民
收入为出发点袁不
断推进由农业大
县向农业强县转
变遥图为兴桥镇津
哨村的农户正在
搭建大棚遥

彭岭 摄

稻草曾被农民用来当
燃料或动物过冬饲料袁由
于利用率极底袁 过去不少
农民是一烧了之遥然而袁在
四明镇四明居委会袁 不少
居民将稻草变废为宝袁卖
出好价钱袁 还成了远近闻
名的草绳搓编专业居委
会袁硬生生地摘掉野穷帽冶遥

3 月 14 日袁笔者在该
居看到居民们忙得不亦乐
乎院家家机声响袁户户搓绳
忙遥 装运稻草的车辆来来
往往袁 购买草绳的客户络
绎不绝袁 屋里码着整齐有
序的成品草绳袁 房子的周
围也堆满稻草垛遥

野我们夫妻俩都患有
严重肝病袁小孩在校读书袁
读书和生活的开支全靠政
府救助维持遥 自从居委会
发展了草绳编织产业袁把
扶贫车间建到我们家里袁
我们不等不靠袁 自己就可
以挣钱致富摘穷帽遥 冶该居
三组农户顾正礼边加工草
绳边告诉笔者遥

野四明居委会由于交
通闭塞袁8 年前袁居民的住

房大多数还是泥坯老房子袁 居里连条像样
的路都没有袁全居 1016户人家袁其中建档
立卡低收入户就有 211户袁 是省定经济薄
弱村袁耶贫困帽子爷始终无力摘掉遥 冶随行的
该镇扶贫协会负责人陈志宏介绍说袁野2018
年 4月份袁该居成立了以居委会+合作社+
农户为模式的射阳县广富草编专业合作
社袁 利用扶贫资金先购进 80台草绳机袁分
发给 80户低收入农户遥当时在家从事编织
的都是中老年人袁 一般每天可编织草绳
200多斤袁收入 100多元遥 冶

通过不懈努力袁 该居还清债务 357万
元袁村集体积累达 18.5 万元袁昔日破破烂
烂的土坯房变成一幢幢整齐划一尧 风格别
致的小洋楼袁一辆辆小车停满了庭院角落袁
终于摘掉了省定经济薄弱居的帽子遥 该居
居民们都感慨地说院野这都是一根绳引出来
的致富路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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