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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树流胶病
防治方法

桃树流胶病主要发生在主干尧主枝尧枝杈
等部位袁严重时小枝条和果实也可被害遥发病
初期病部肿胀袁 后期不断从皮孔或伤口处分
泌出半透明黄色树胶袁 特别是雨后流胶现象
更为严重遥 严重者病部反复流胶袁形成溃疡袁
同时易被腐生菌再侵染遥随病情发展袁使树势
衰弱袁叶片变黄袁枝干或全株枯死遥果实发病袁
由果实核内分泌出黄色胶状物袁溢出果面袁病
部硬化袁重者出现龟裂袁影响发育袁失去食用
价值遥

防治方法
淤加强栽培管理遥合理浇水袁多施有机肥

及磷钾肥袁改善土壤通透性与酸碱度袁提高树
体抗病性能遥疏花疏果袁合理负载遥保护树体尧
防止造成伤口袁冬春季树干刷白袁预防冻害和
日灼伤遥 加强对腐烂病尧细菌性穿孔病尧蛀干
类害虫等其他病虫害防治遥生长期轻剪袁及时
摘心袁疏除过密枝条遥疏枝尧短截尧回缩修剪尽
量到冬季落叶后进行遥 修剪的伤口上要及时
涂抹愈伤防腐膜袁 保护伤口不受外界细菌的
侵染遥

于及时清除侵染源遥 冬前或开春后清理
果园袁将受害枝梢及枯枝尧落叶集中烧毁袁刮
除流胶硬块及腐烂组织袁消灭菌源遥

盂化学防治遥桃树发芽前袁喷施 3耀5波美
度石硫合剂袁可以杀死越冬后的病菌遥生长季
可刮除病斑袁 可选择 70%甲基托布津或 50%
退菌特等杀菌剂加渗透剂涂抹或用 20%耀
25%石灰乳涂刷树干和枝条袁 严重的间隔 7
天再涂抹一次遥 发病盛期可喷 50%退菌特可
湿性粉剂 800 倍液或 70%甲基托布津 1000
倍液或 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袁
每隔 10 天
喷一次袁连
续 喷 3 耀4
次遥 孙丽惠

实用技术

07姻2019年 5月 14日 星期二 姻责编院刘俊良 校对院朱 燕 乡村WEEKLY 农事荫周 刊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8612231040号渊杨华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
明遥

绎赣州乐嘉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
发票贰张 袁 发票代码 :3600171320袁 发票号码 :
12369614尧 12369618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毕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人民银行
颁发的开户许可证袁 账号:650026425000015袁 核准
号:J4296000966001,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唆哈酸菜鱼店遗失江西通用手
工发票壹张袁 发票代码:136071915331袁 发票号码:
00483084袁 特此声明遥

野我现在是老板袁 年收入过了
100万(元)遥 冶49岁的农民麻清成认
真地跟记者说遥 穿着黑色呢子正装
的他野派头十足冶袁鞋底和裤腿上却
沾满了泥巴遥

麻清成家住湖南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马其洛村遥
就在两年前袁 有视力残疾的他还是
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袁 母亲和爱
人身体不好袁一双儿女还在念书袁家
里不到三亩田土袁 一家五口的生活
就靠他每夜到河沟里网虾米在赶集
时拿去卖袁10 元一斤袁 一个月能赚
300元遥

2016年初袁他被认定为贫困户袁
领到了产业帮扶资金袁 可拿着这 1
万元袁麻清成却犯了愁袁县里要求这
个钱必须用来发展产业袁 可发展什
么呢? 他的结对帮扶干部告诉他院
野你养蜂技术这么好袁为什么不拿这
个钱发展土蜂产业?冶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袁
麻清成向银行申请了 5 万元贷款袁
又向亲戚借了 7万元袁 共筹资金 13
万元袁买来蜂箱袁一下将祖传的土蜂
产业扩大到 137箱遥

这股创业的劲头刚被点燃袁麻
清成又有了担忧袁 想起从前卖蜂蜜

的失败经历袁看着这 100多箱蜂子袁
他整夜睡不着觉袁 担心蜂蜜卖不出
去遥

巧的是袁那一年袁在国家推动
农村电子商务深入发展的大背景
下袁 国贫县花垣开始探索电商扶
贫模式袁 与湘西本土电商企业盘
古电子商务签订合作协议袁 在花
垣注册公司袁 协助县政府推动电
商发展遥

当年 10 月袁 花垣县盘古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入住县双创大楼袁开
始建设各个村级电商扶贫服务站遥
同时袁组织人员入村入户给一些返
乡农民工和有思想尧想进步的农村
人群进行电商基础知识和使用培
训遥

麻清成成为第一批接受培训的
农民遥 培训课上袁只有小学文化的他
学会了如何开淘宝和微店袁 在老师
手把手的教导下袁 还学会了如何拍
摄介绍自家的农产品袁 以及邮寄货
物时应该如何打包等技术遥

2017年春节前夕袁 麻清成作为
学员参加了电商平台在精准扶贫
野首倡地冶 十八洞村组织的年货节袁
通过电视尧网络直播平台等渠道袁他
家的蜂蜜成为当日的热卖产品袁一

传十十传百袁 找他购买蜂蜜的人越
来越多袁因为质量好袁回头客也多遥

为了稳定客户袁 麻清成开始经
营他的朋友圈和微店袁 还会定期直
播养蜂过程遥 野我眼睛看不太清楚袁
也不怎么识字袁但是我肯学肯干!冶他
说遥

去年全年袁 通过麻清成的电商
渠道袁 从马其洛村销往全国各地的
农产品毛收入 100多万元遥 麻清成
儿子毕业后袁 也被他叫回来一起做
电商遥

如今袁 麻清成有了稳定的客户
群体袁手机上 58个微信群袁5个群满
了 500人遥 他不仅在线上销售农产
品袁 还将培育好的种蜂按桶销往全
县各个有需要的村庄遥 为了更好地
服务客户袁他又换了款新智能手机袁
还买了一辆小轿车袁 方便送蜂蜜和
到有需要的养蜂基地教授养蜂技
术遥

因为销量越来越大袁 他开始思
考物流成本问题遥 两个月前袁他回到
野学校冶袁 希望借助盘古电商的物流
渠道寄件袁每件可以减少 2元遥

他预计袁 今年销售额可以到
200万元遥 野开销都不算袁我还可以存
60万(元)进银行! 冶

银5 月 7日袁 定州
市杨家庄乡八里店村农
民在花卉基地工作遥 近
年来袁 河北省定州市结
合市场需求袁 引导农民
大力发展高效花卉产
业袁并推行野线上冶和野线
下冶相结合的销售模式袁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遥
目前袁 当地花卉产品不
仅销售到周边县市袁还
打入北京尧 天津等地花
卉市场袁 在扮靓城乡的
同时成为农民增收致富
的特色产业遥 朱旭东摄

扶贫专家公益行系列
活动在青海启动

日前袁 农业产业化扶贫专家公益行系列
活动在青海启动袁邀请产业经济尧行业科技等
领域专家袁采取野集中培训+现场指导冶方式袁
对贫困地区龙头企业尧产业化联合体尧乡村产
业培育发展等进行针对性辅导培训尧 现场指
导袁推介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模式尧产业化联合
体组织模式袁解答企业技术难题袁搭建专家咨
询服务直通车和技术对接平台遥 蔡薇萍

乡村振兴立法工作座
谈会在南昌召开

近日袁 农业农村部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
乡村振兴立法工作座谈会袁 总结农业农村立
法工作成效和经验袁 分析当前农业农村立法
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袁 部署加强和改进农业
农村立法工作遥 陈军

陕西出台一揽子金融
政策助力脱贫攻坚

人民银行西安分行日前联合陕西银保监
局尧证监局尧省财政厅尧省农业农村厅和地方
金融监管局袁共同制定了叶陕西省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的实施细则曳袁 出台了一揽子金融政
策袁助力陕西打赢脱贫攻坚战遥 毛海峰

麻清成和他的“电商王国”
阴张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