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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栽培香菇的技术要点？

界首乡农户咨询：最近想种一些香菇，需要注意什

么？

种植专家：春季栽培香菇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１、选块。将发好菌的香菇块与菌筒，充分干

燥，选择无污染、完整的块或菌筒做处理，如老菌皮

过厚可进行搔菌，待其菌丝愈合后方可选用。

２、浸泡。热水浸块是春季栽培香菇催蕾的一

种理想方法。浸块时，将水热至33℃，然后将香菇

块或菌筒倒入池内，浸泡3-5小时，如果水温降低

可添加开水，调节水温到18℃-33℃，然后将浸好的

香菇块捞出，置于出菇场地，用塑料薄膜覆盖以保持

其温度，直至块上现蕾，再进行通风换气。出菇期间

如气温低，可直接向块上喷洒18℃-33℃的热水，然

后用塑料薄膜覆盖，提高薄膜内环境的温度，以利香

菇正常生长。

３、香菇的采收及块的营养补充。浸泡过的块

用薄膜覆盖后要继续保温，菇蕾能很快拱出菌块，

此时加强通风，提高气温。10-17天便可采第一茬

菇，采完后，揭开薄膜让香菇块充分干燥7-15天，

再用热水浸第二次。采完第二茬菇后，应给香菇块

补充一定的养分。常使用的营养物质有：三十烷醇

溶液、30ppm的柠檬溶液、0.2%的磷酸二氢钾和葡

萄糖溶液、小于0.2%的尿素、豆浆、淘米水、蘑菇生

长素等。

如何提高棚膜透光率

汾口镇农户咨询：塑料大棚薄膜透光少，影响蔬

菜生长，用什么办法解决？

农技专家：塑料大棚薄膜在使用期间，由于污

染、附着水滴等原因，会大大降低其透光能力，影响

蔬菜采光，使效益降低。应采取多种措施提高棚膜

的透光率。

一、清洗棚膜
要提高棚室塑料薄膜的透光率，除设计好采光

角度，推广使用无滴膜外，在管理上应每隔5-7天，

用清水冲洗棚膜的表面，清洗尘埃、碎草，这样可以

提高5%-8%的透光率。

二、擦干细土或石膏粉
将新农膜平铺，上面撒干细土或石膏粉，用毛巾

或布片反复擦抹几遍后再擦干净。盖膜时将处理过

的一面向内，可减少水滴附着。

三、喷大豆粉
把大豆磨成细粉，每平方米棚膜用大豆粉7.5-

10克，兑水150克，浸泡2小时后用细纱布过滤，除

去渣滓后用喷雾器对着棚膜上的水滴喷洒，可使水

滴很快落下，并能保持15-20天不生新的水滴。

四、翻晒棚膜
在霜降前15-20天进行棚室扣膜，约30天后，

选择无风、晴天的中午，将膜拆下翻转，使原来朝上

的一面转向朝下，再将其固定，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水

滴，可使透光率大大提高。

春天种丝瓜有啥新招？

宋村乡农户咨询：以前自己种的丝瓜一直长得

不好，有什么新招吗？

种植专家：春季种丝瓜应根据叶蔓生长情况进

行整枝和引蔓。丝瓜开花坐果后，要及时清除影响

幼瓜生长的卷须，理顺幼瓜与瓜架、瓜蔓及叶柄等的

位置，使丝瓜生长正常。必要时可在幼瓜开始变粗

后，在瓜的下端吊一块石头，使丝瓜长得更直更长。

丝瓜容易徒长，生长前期应避免偏施氮肥，并喷

施促花王3号，把植物营养生长转化成生殖营养、抑

制主梢疯长，促进花芽分化，多开花，提高花粉受精

质量，多开花、多坐果，防落果，促发育。

春种丝瓜生长期长，生长较慢，因此前期施肥应

薄施多施，以淋施为主。在开花前、幼果期、果实膨

大期各喷一次壮瓜蒂灵，能使瓜蒂增粗，强化营养定

向输送量，促进瓜体快速发育，瓜型漂亮，汁多味美;

生长周期不落花、不落瓜、无裂瓜、无畸形瓜。

火龙果如何施肥？

富文乡农户咨询：火龙果一年施几次肥？都什

么时候施肥好？

果蔬专家：火龙果可以每年7、10月及翌年3月

施肥3次;3月份，以农家有机肥为主，按每株２－３

斤沟施，７月与１０月以追肥为主，以复合肥为主，

按每株１两左右，最好水施。为了提高火龙果品质，

可适施中微量元素，如硼锌镁钼等微肥。

科技信箱

本栏目由淳安县科学技术协会协办

现代农业：

记者
··

方俊勇
···

通讯员
···

徐金华
···

早春，万物复苏，界首乡施家坪村

的一个山坳里已经绿叶新发、万花争艳。

贴梗海棠、福建山樱花、美国红紫

薇、千岛湖金桂花……一片片、一朵朵、

一簇簇，宛若染遍天边的红霞，春风吹

拂后芳香阵阵，更是引来蜜蜂成群，极

尽春日之美。最让人惊喜的是，在这

“丽容”的背后，孕育着生机勃勃的美丽

经济。

这片被杭州香林花雨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开发的苗木种植基地，规划有

“精品桂花园”、“紫薇花海”、“樱花幽

谷”、“杜鹃花海”等多个园区，总面积

达650亩，并配有供水、排水、喷滴灌

系统，目前专门申报了淳安县香林花

雨林业科技示范点项目。随着该基地

4万余株苗木的初长成，产值已经有

2500万元。

该基地负责人方边华告诉记者，

淳安拥有一流的生态环境，特别适合

发展种植花卉苗木的美丽经济。该公

司早在2014年就开始建设这个苗木

种植基地，目前100亩的“精品桂花

园”、200亩的“紫薇花海”已完成建

设，“精品桂花园”以公司自主研发、培

育的新品种——“千岛金桂”为主，

100亩的“樱花幽谷”、120亩的“杜鹃

花海”、3000米游步道正在建设中。

其中，“精品桂花园”内有千岛金桂等

本地特有精品树种；“紫薇花海”引进

种植了美国红紫薇，建设内容主要包

括“紫薇花海”、“紫薇长廊”、“紫薇

亭”、“紫薇牌坊”等；“樱花幽谷”引进

福建山樱花3000株，已种植在道路两

侧、山谷地带。

“现在基地育有千岛湖金桂2700

株，平均树高有3至4米，时下每株售

价4000至 5000元，产值约 1080万

元；美国紫薇共育苗3万株，平均树高

1至2米，时下每株售价约200元每

株，产值约600万元；福建山樱花共育

苗5000株，平均树高8至9米，时下

售价1500元每株，产值约750万元；

贴梗海棠共育苗1500株，树平均高1

至2米，时下售价200元每株，产值约

30万元……”方边华说。

记者了解到，“香林花雨”基地目

前所有苗木长势良好，且销售前景看

好，大多数早已经“良木有主”。随着

产业不断发展，该公司将继续培育引

进新品种、完善生态规划、积极发展生

态观光农业，其中，360度视野无遮拦

式全玻璃外墙的游客接待中心已完成

主体结构建设，其它旅游配套设施也

正在积极完善中。

“高颜值”之花也能生财
界首乡“香林花雨”基地“美丽经济”惹人羡

创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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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忙完了一茬！可以稍微放

松一会了，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

随着一批全新的桌布交货完毕，富文

乡的80后女大学生来料加工经纪人

马丽庭松了一口气。

这批桌布是出口意大利的，因为

国外没有春节，所以正月初十，当农村

还沉浸在一派欢乐祥和的过年氛围

中，马丽庭便开始动员来料加工作业

了。这段时间里，富文乡富文村物业

楼内机器轰鸣，十台机器前座无虚席，

非常热闹。

马丽庭的家是富文乡六联村的，大

学毕业后就一直从事销售和采购等工

作，现在在萧山一家外企上班。几年的

外企工作，让她积累了采购和销售的经

验和资源，也让她萌生了返乡试水来料

加工的想法。

“有时候我帮国内工厂谈妥了订

单，但是因为订单量大工厂一下子赶

不出订单，心里就想，能不能让家乡人

参与代加工呢？这样不仅能完成国外

客户的大订单需求，又可以增加就业

机会。”马丽庭说，现在家乡的一些人

每天都要起早摸黑赶到千岛湖上班，

特别辛苦。

马丽庭把想回乡做来料加工的想

法和父母、村两委干部说了，大家都非

常支持。

2016年10月，马丽庭回乡创办

了家纺厂，租用富文乡富文村物业楼

一楼，面积800余平方米，主要承接桌

布、窗帘、沙发垫、床单等家纺类产品

的加工。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家纺需要

裁剪师傅，因为找不到专业的裁剪师

傅，马丽庭就从教会弟弟和母亲做裁

剪开始。因为是出口产品，质量要求

很高，刚开始，加工人员因为不是很熟

练，做不出工资，马丽庭就提高单价。

“我的初衷就是让村里人能够赚钱，自

己只要不亏就可以。”目前，该家纺来

料加工点的员工最高每天可拿到150

元的工资，一般也有80元左右，做折

叠包装的最高每天能拿到100元的工

资。

王珍妹、熊锦凤都是富文村的普

通妇女，原来在千岛湖上班，看到村里

创办了来料加工厂就决定留在村里上

班。王珍妹在机器上做桌布，因为有

缝纫基础，现在一天的工资可以达到

100余元，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据了解，目前马丽庭返乡创办的

家纺来料加工点已吸引劳动力20余

人，月生产桌布35000余件，月发放

加工费达6万余元。

心系故土惠乡亲

80后女大学生试水来料加工显身手

记者 程贤高 摄

春
色

七、纳税人核定类型的
应纳税凭证已缴纳了印花
税如何办理？

答：纳税人在核定期内

发生核定类型的应纳税凭

证已据实缴纳了印花税税

款的，其已缴纳（包括贴花）

的税款可作为“本期已缴税

款”，在申报缴纳当期的同

类凭证印花税税额中予以

扣减，当期扣减不完的印花

税可在以后纳税期内继续

扣减。对已缴纳印花税税

款的完税凭证，纳税人应留

存备查，并对留存备查的完

税凭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承担法律责任。

八、印花税减免税备案
纳税人须提交哪些资料？

答：印花税实行减免税

备案管理，减免税备案资料

应当包括：

（一）纳税人减免税备

案登记表；

（二）《印花税应纳税凭

证登记簿》复印件；

（三）减免税依据的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

料。

政策链接：

1、《印花税应纳税凭证

登记簿（样式）》

http://www.hzft.

gov.cn/art/2017/2/8/art_

194_48496.html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发布《印花税管理规程（试

行）》的公告（2016年第 77

号）

http://www.hzft.

gov.cn/art/2017/2/8/art_

418_48494.html

3、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关于发布《浙江省地方税务

局印花税核定征收管理办

法》的公告（2016 年第 21

号）

http://www.hzft.

gov.cn/art/2017/2/8/art_

418_48495.htm

关于印花税管理有关政策问答（二）

因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现公告作废。

公告单位：淳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3月7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作废公告

序号

1

2

3

不动产权证书或不
动产登记证明号
淳房预千字第

03630号
淳房预千字第

05486号
淳房预千字第

05484号

权利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淳安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淳安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淳安支行

不动产权利类型

预告登记

预告登记

预告登记

不动产坐落

汾口镇水南路264
号505室

千岛湖滨江度假村
73幢

千岛湖滨江度假村
75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