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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种养 桃禽满园
薛乐同 是江苏省淮安市黄营乡
人，皮肤黝黑、憨厚朴实。他与妻子一
起从事农业已有 6 个年头了。
“刚开始
种植油桃，一没技术，二没经验，天天
在网上找相关的果园，再上门求教，没
少吃闭门羹。
”老薛看着眼前小有规模
的桃林十分感慨地说：
“我起初靠拾破
烂维持生活。1998 年初，我和妻子正
式开起了收废品门市，从小打小闹到
正规化运作，
经过 10 年的打拼，
有了一
些经济积累。于是，农民出身的我就
想着要‘回归’。2009 年，我开始搞大
棚种植，但是由于没有技术又不懂管
理，
两年下来亏损 50 多万元。
”
大棚栽培失败后，薛乐同并没有
放弃。他们夫妻俩先后到南京、安徽、
山东等地学习蔬菜和果树种植技术。

2010 年 ，他 们 开 始 种 植 大 棚 油 桃 。
2012 年，种植的油桃已部分上市，但
销路却很一般，
收益仍然不尽如人意。
薛乐同觉得要想获得高收益，
品质
和市场都要有保证，
系统化的学习非常
重要。他积极参加县里组织的培训，
系
统学习了农业现代化种植技术和经营
管理知识。同年，薛乐同牵头成立了
“涟水县勤芹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
以
“基地+农户”
的订单种植为经营模式。
根据新的形势和发展需要，
2013 年 5 月
他又到县工商局正式申请注册，
成立了
“涟水县爱华家庭农场”
。
“有了品质的保证，2013 年我 30
多亩的大棚油桃 20 天内就销售一空。
”
薛乐同略带兴奋地说，相信今后油桃
的挂果率、
单果重还会进一步提升。

现 在 ，农 场 的 面 积 已 经 增 加 到
200 亩，除了桃林之外，还有两处成片
的花卉园、苗木园。在我们啧啧称赞
的同时，薛乐同兴奋地说：
“还有更好
的呢，
现在桃林地里鸡鹅成群。”
“鸡鹅都是放养的，
平时都在这林
子里，吃的是草尖、小虫和原粮，没有
激素与兽药残留，肉质很好。”薛乐同
自豪地说，他们一共放养了 2000 只鸡
和鹅。
林下立体种养模式让薛乐同尝到
不少甜头：林地为鸡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鸡在这里活动范围大，抗病力增
强，
平时管理上无需用药，
生产出来的
肉、蛋无药物残留；林地的草、虫为鸡
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节约了饲料，
降低
了饲养成本。养出来的鸡品相好、肉

质佳、天然环保，很受消费者喜爱，真
可谓一举多得！
“我认为学习技术是打基础，
自己
也要善于总结，有所创新。如果大家
都卖一样的东西，没点特色怎么能有
市场。去年参加江苏省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班，更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在
目前种养结合的基础上，我还准备尝
试走休闲观光农业路线。在经营管理
方面，我还要加强学习。”薛乐信心满
满地说着他的“致富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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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回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关于开通县城公交环线的公告
全县广大群众：
为推进我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优化县城交通环境，
满足群众出行需
求，
县交通运输局拟投入 24 部电动公
交车辆开通县城公交环线，
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试运营，
2016 年 12 月 12 日正
式运营。正式运营后，
冬季：
首班发车
时间 7:00，
末班发车时间 19:00；
夏季：
首班发车时间 6:30，
末班发车时间 20:
00。早晨 7:00—9:00，中午 11:00—14:
00，晚上 17:00—19:00 等三个上下班
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平均5分钟，
平峰时
段发车间隔平均 8 分钟。县城循环 A
线（顺时针）和县城循环 B 线（逆时针）
同时运行，
暂时免费乘车。

农技大讲堂

提升服务水平 增强发展活力
——县旅游局举办 2016 年乡村旅游培训班
为提升乡村旅游接待能
力，
增强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近
日，县旅游局举办了 2016 年乡
村旅游培训班，邀请京东第一
温泉度假酒店餐饮部及客房部
经理为学员进行理论和实际操
作培训。全县民宿农宅酒店、
农家乐、乡村旅游企业等单位
的管理及工作人员共 20 余人
参加培训。
讲师分别从餐饮服务管理
和客房服务管理两个方面为大
家进行了深入的讲解，要领准
确、
案例鲜明；在实际操作培训
环节，
讲师带领学员走进用餐场
所和客房，
进行现场演练操作。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
本次培训操
作性强，
不仅学习了专业知识，
还得到了专业技术实训，
提升了
旅游服务意识和能力。
摄影报道/ 张义
理论培训现场，参训人员认真聆听理论知识。

就业服务信息
廊坊金诺阳光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1、内勤跟单员：2 名，要求：男女不
限、18—30 岁，高中以上学历，会看简
单图纸及 CAD 制图；
2、普工、男工：30 名，要求：18—45
之间、学历不限、做事踏实认真、有经
验者待遇面议。
福利待遇：普工试用期间每月工
资 3000 元，试用期 1 个月，1 个月后绩
效工资，每月 25 号工资发放，跟单员
女工 2800 元、男工 3000 元，每天白班
工作 9 小时，每月享受带薪轮休 2 天，

免费提供食宿，有空调、暖气、无线网、
篮球场、4 个人一个房间，独立卫生间，
洗澡间 24 小时有热水，
节日福利。
联系地址：潮白河经济开发展工
业二路
联系方式：大厂县人力资源市场 5
号窗口
联系电话：0316—8822324
联系人：
王洋 张翼飞
微信公众号：dachangjiuye
欢迎登录就业服务网：
www.cdcjy.cn

天气早知道
预计未来一周内，周中期以晴间
多云天气为主；受弱冷空气影响，17
日天空云量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
风速较小，湿度较大，气象扩散条件
转差。周内最高气温 3℃ ～6℃ ，最低
气温-6℃ ～-3℃ 。具体预报如下：
12 日：
霾转多云，
西南风 2—3 级转
东北风3—4级，
6℃～-4℃；
13 日：晴间多云，偏北风 2—3 级，

3℃～-7℃；
14 日：
晴间多云，
偏北风转偏南风
2—3级，
4℃～-6℃；
15 日：晴间多云，偏北风 2—3 级，
6℃～-6℃；
16 日：晴间多云，偏南风 2—3 级，
6℃～-6℃；
17 日 ：多 云 ，偏 南 风 2—3 级 ，
4℃～-5℃。
（县气象局提供）

具体线路：
县民族宫经县城北新
街、
县城华安北路、
县城北辰街、
县城
东环路、县城大安街、县城团结路至
县民族宫。
拟 定 站 点 ：县 民 族 宫 站（始 发
站）—一中北路口站—小李庄村东站
—福华公寓站—县交通运输局站—永
安小区站—城关二小站—县医院站—
幸福城南口站—县政府站—县建设银
行站—县教育局站—劳动人事局站—
一中南路口站—县电视台站—县民族
宫站（终点站），
共15个站点。
特此公告。
大厂回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2016 年 12 月 5 日

冬季番茄农事管理要点

1、
浇水管理
番茄定植后，
对水分要求较严，
要
控水蹲苗，
否则对番茄的生长不利，
易
出现徒长的现象。等番茄座果后，要
保证足够的水分供应，
不能控水。
2、
温度管理
番茄属喜温性蔬菜，
既不耐寒又怕
高温。植株生育温度范围是10—32℃，
最适温度范围为 22—28℃ ，尤以昼温
25—28℃，
夜温12—14℃时最佳。
3、
光照管理
越冬茬番茄冬季的弱光照是对
番茄的生长影响很大，可以通过下述
措施改善温室内冬季光照条件。选
用长寿无滴、防雾功能膜，并经常清
扫表面灰尘；在保证室内温度前提下
尽量早揭、晚盖草苫；栽培上采用地
膜覆盖和膜下滴灌技术，降低温室内
湿度；采用宽窄行定植，及时去掉侧
枝、病叶和老叶；采用“V”字形栽培技
术，改善行间和下部通风透光条件。
4、
追肥
番茄要想丰产，
追肥很重要，
因此
选择一个适合的冲施肥特别关键。
（1）生长前期追肥方案
菜乐乐冲施肥 8—12 公斤+佳园
二氢钾 2 公斤/亩，
兼顾长秧和长果，
填
充稀土嫩叶片。同时补镁防黄叶。
（2）生长中后期追肥方案
沃生 0.5-1 升+佳园二氢钾 2—3
公斤，此配方能最大程度的提高氮磷
钾的利用率，
促进番茄膨果和着色，
钙
和钾达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合，有相互

增效的作用，同时还能使秧子不会出
现营养生长过旺的情况，更多的营养
转移到果上。
（3）补充微量元素
番茄不同时期需要的微量元素不
同，
因此根据番茄的生长期补施不同的
微量元素是番茄增产的最佳措施。番
茄花期需要补硼，
可在初花期和盛花期
喷施2次750倍的萃美肽硼，
促进坐果；
果实长到直径 1cm 左右时喷施两次多
美钙1000倍液，
间隔10—15天，
可以预
防脐腐病，
同时可以增加果皮厚度，
有
效预防番茄裂果；在番茄座住 2—3 穗
果后，
喷施 3—4 次萃美微宝，
促进花芽
分化，
保证有效花的数量。
5、
保花保果
在不适宜番茄坐果的季节，
采用植
物生长调节剂处理花序，
可以起到防止
落花落果的作用，
还能促进果实的快速
发育。但必须要严格掌握浓度，
浓度过
低，
坐不住果；
浓度过高容易形成脐部
开裂，
或尖果脐、
大脐等畸形果。而且，
调节剂的使用还和温度有直接的关
系。低温时可适当提高浓度，
高温时可
适当稀释，
勿超过规定浓度。
6、
植株调整
番茄大部分都采用单干整枝。如
果品种不抗低温弱光或长势偏弱时，
可
以采用连续换头的方法，
保证番茄的正
常长势。去除下部侧枝和下部老叶时，
要全部掰干净，
使伤口平整，
减少病菌
侵入的机会。
（县农业局费继兰供稿）

致广大读者：
“京东新城”微信公众平台是县委宣传部针对当前
网络媒体发展新趋势，创办的新闻资讯综合服务平
台。该平台以“满足群众获取新闻资讯需求、服务群众
生产生活”为主旨，每天推送大厂最新新闻动态和生活
资讯。订阅“京东新城”的用户，可以通过手机了解大
厂历史、感受家乡变化，阅览《大厂新农民》、观看“大厂
新闻”视频，商家还可以免费推广。
“京东新城”
内容丰富、
消息及时、
信息权威，
欢迎订阅！
手机扫描二维码，大厂新闻全知道！

公益广告

燃气器具选购知识
（一）为何要选购、使用“安全型”
燃气灶？
“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
型燃气灶，它通过热感应器控制电磁
阀，当燃气火焰突然熄灭后，电磁阀在
20-30 秒内自动切断气源，可避免下
列原因产生的事故：
1、烧煮食物时，汤水瀑溢将火扑
灭，造成漏气；
2、用小火烧煮食物时，火焰被风
吹灭，造成漏气；
3、误操作不知不觉中将灶具开关
打开或忘记关闭灶具开关，造成漏气；
4、燃气管道故障性中断供气后又
恢复供气，而此时灶具开关未关闭，造
成漏气。
（二）为何要选购“烟道式强排风”
燃气热水器和“平衡式强排风”燃气热
水器？
烟道式强制排风燃气热水器，在
使用时氧气助燃靠室内供给，机器内
设强制排气风扇，将热水器燃烧后所
产生的废气强制排放到户外，可避免
下列原因产生的事故：
地址：大厂回族自治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1、受房屋层高的限制，自然排风
能力不足，废气释放在室内；
2、受外部风向影响，引起废气倒
灌。
“平衡式强排风”燃气热水器，在
使用时氧气助燃靠室外供给，燃烧后
所产生的废气排放到户外，它既具备
“烟道式强排风”燃气热水器安全性
能，还可避免热水器在燃烧时耗氧所
造成窒息死亡事故，所以“平衡式”强
排风燃气热水器更安全可靠。
（三）燃气器具的判废标准
判废原因：元器件老化，
燃气容易
泄漏；超负荷运行，废气容易超标；常
年不保养，废气排放不畅。
燃气器具超龄使用，带有安全隐
患，使用到期，应立即更换。
判废年限：根据 1999 年 11 月国家
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家用燃气燃
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规定：
燃气热水
器的判废年限为 6 年，燃气灶具为 8
年。
（大厂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提供）

京东新城网：www.jingdongxincheng.net

新闻热线（传真）：8820233

邮编：065300

E-mail:daxinnong@sina.com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