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

农业产业防汛生产自救技术指导措施
因近日连续强降雨，各乡镇（街道）农业产
业灾情严重。为进一步做好农业产业灾后生产
自救技术指导工作，把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减
少到最低程度，确保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
社会稳定，6 月 21 日，市农业农村局发布《农业
产业防汛生产自救技术指导措施》，
全文如下：

农业产业防汛生产
自救技术指导措施
一、畜牧业应对汛期技术措施
（一）灾前应对相关措施
1. 加强排查。做好畜禽栏舍、养殖附属设
施加固等预防措施，防止畜禽舍倒塌、浸水，并
彻底清理或疏浚畜禽养殖场排水系统，做好排
水防洪防涝工作。
2. 落实临时安全备用场所，尤其是处于低
洼地带或离河流区域较近的养殖场，要严防强
降水隐患。种畜禽场、保种场应采取特别保护
措施，确保核心保护群饲养在安全场所。发生
紧急情况时，要采取果断措施，尽快转移人员及
畜禽，
确保人员安全，
减少畜禽伤亡。
3. 备足饲料和一定量的农用薄膜、农用柴
油等应急物资，准备好抽水机、应急照明设施、
动物防疫消毒液和消毒机械等，储备好应急疫
苗等其他物资。有条件的畜禽规模场尤其是家
禽孵化企业、种畜禽场等，应及早备好发电设
备，
提前进行调试。
4. 及时开展粪污处理、贮存等设施设备的
维护和检修，确保设备有效运行。必要时，对贮
液池等存储设施要加盖临时雨棚，防止畜禽粪
污满溢或漏排，
严格杜绝养殖污水直排、偷排。
（二）灾后恢复生产相关措施
1. 检修生产设施。灾后对畜牧业生产尤其
是通风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及时处理存在
的各种安全隐患。在洪涝灾害中倒塌、受损的
栏舍、生产设施要进行修复加固，及时恢复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及时检查粪污处理设施运行
情况，如有漏排等情况出现及时修复。对一时
难以修复但仍有倒塌危险的栏舍，应另寻地方
暂养，
以防止出现人畜伤亡和财产损失。
2. 全面消毒灭源。及时做好受灾畜禽转
移，清除栏舍周边特别是排水沟里的污水、污
物，保持环境整洁与排水畅通。配备好烧碱、生
石灰等消毒药，对畜禽饲养场所、屠宰场、畜产
品加工场地等清洗后进行一次彻底全面消毒灭
源，养殖场消毒池要每天更换消毒药。加强通
风换气，待栏舍清洁干燥后方可转入畜禽。定
期开展防蚊灭鼠工作，减少传播疫病的机会。
对受潮霉变的饲料及饲料原料要作销毁处理。
3. 加强饲养管理。注意饮水卫生，提供清
洁水源并根据畜禽不同阶段的生长需要供给营
养全面的饲料，适当添加一些多维、电解质等抗
应激剂及免疫增强剂，促进畜禽机体的恢复，减
少应急反应。尽可能在省内引进种苗，减少疫
病传入风险。饲料饲喂前必须进行仔细的检
查 ，不 要 用 霉 败 变 质 的 饲 料 饲 喂 畜 禽 ，防 止
中毒。
4. 加强防疫检疫。要密切关注重大动物疫
病和灾后易发病，村级动物防疫员要开展疫情
巡查，密切关注疫情动态。一旦发生重大动物
疫病，要严格落实扑杀、无害化处理等措施，严
防扩散蔓延。要切实做好灾后畜禽免疫工作，
根据当地灾情和畜禽免疫状况，突出加强受灾
存活畜禽的补免，适时提前做好重大动物疫病
的补免。
二、水稻应对防汛技术措施
1. 抢排积水，疏通沟渠，清淤减渍。稻田在
阴雨天排水，可将水一次性排干；
若遇高温烈日
要逐步缓排，保留适当水层，使稻苗逐渐恢复生
机，
利于秧苗恢复生长。
2. 对部分受淹过顶且淹水时间不长、植株
尚未淹死的田块，要及时露苗洗叶，可趁排水时
清洗叶片上的泥浆，以恢复叶片正常的光合机
能，促进植株恢复生长。植株倒伏的应及时扶
正，
并清除烂叶、病叶。
3. 及时追肥，促进恢复生长。水稻受淹，稻
田肥料会大量流失。应看苗补施，灾后施肥要
快，
用量要足。
4. 及时防治病虫害，防止灾害加重。水稻
受淹后叶片受伤，植株抗病力下降，田间温湿度
适宜病虫的生长蔓延，应特别注意纹枯病、细条
病等细菌性病害防治。
三、蔬菜应对防汛技术措施
1. 及时清沟排水。遇持续降雨田间积水较
多时须用抽水机抢排，停后及时做好清沟理渠
工作，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防止受淹时间过长或
渍害发生。
2. 及早采收近成熟蔬菜。组织人员及时抢
收在田蔬菜，减少因灾损失。苋菜、毛毛菜等速
生叶菜要根据市场行情及时采收供应市场。
3. 加强在田蔬菜管理。利用大棚设施进行
避雨栽培，避免暴雨直接淋刷和田间积水，防止
土壤湿度过大。灾后应及时扶理植株，摘除残
枝病叶，冲洗叶片污泥，中耕施薄肥，喷施叶面
肥，涝后突晴要用遮阳网遮阴，以免暴晒引起萎
蔫死亡。
4. 及时防治病虫害。暴雨天气，空气湿度
大，气温高，容易导致病虫害严重发生，要及时
监测预警，采用针对性措施。病害主要有白粉
病、霜霉病、炭疽病、疫病、叶斑病、细菌性角斑

病、软腐病、菌核病等，虫害主要有蚜虫、豆荚
螟、豆野螟、蜗牛、黄条跳甲、猿叶甲、小菜蛾
等。要根据不同蔬菜品种及危害程度，选择安
全对口药剂抢晴用药防治，并注意农药的轮换
使用和合理搭配，严格执行农药的安全间隔期，
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5. 合理安排下茬生产。利用雨停间歇天
气，在大棚内分批分期播种毛毛菜、苋菜等耐热
速生品种。松花菜、花椰菜、甘蓝、番茄、辣椒、
茄子等秋季蔬菜适期播种，采用大棚设施配套
遮阳网覆盖育苗，秋豇豆、四季豆等露地直播的
要加盖稻草或遮阳网等，以防雨水冲刷造成土
壤板结，提高成苗率。绝收换茬田块及时清园，
并进行揭膜敞棚淋雨、灌水休耕、高温闷棚或土
壤消毒等措施，减轻土壤连作障碍；
植株残体要
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用，减少病虫基数，
防止污染环境。
四、
茄子应对防汛技术措施
1. 严重冲毁的蔬菜基地，作物已被石块、沙
土淹没的，
无法恢复，
建议不用补救。
2. 被大水淹没，继续做好清沟排水、清理沙
土、各种残体，
排除有毒物质。
3. 对部分已受淹但根系仍有吸收能力的茄
子，及时整理茄树，把沾有泥土的叶片摘除，技
条剪除，
扶正绑好茄树。
4. 抢晴进行药物防治，用中生菌素、杜邦捷
达、杜邦烯酰吗啉等杀菌剂防治。叶片上下面、
地面进行喷雾，
2-3 天喷一次，
连续喷 2-3 次。
五、
水果应对防汛技术措施
1. 适时采收。当前是葡萄、桃、李等水果成
熟季节，面对强降雨等突发天气，果农应抓住晴
好天气，
及时分批采摘。
2. 排水防涝。要及时清沟排水，确保沟渠
畅通。对积水较深，水淹较重的果园，要想办法
尽早排水。同时对植株枝叶上的泥浆及时用水
清洗，
挂在植株上的杂物及时清除。
3. 土壤管理。水淹后果园土壤板结，容易
引起根系缺氧，待园地表土基本干燥时，及时进
行松土，
并施以薄肥，
促发新根。
4. 树体管理。扶正固定倒伏或倾斜的果
树，外露的根系要重新埋入土中。为减少受涝
树枝叶水分蒸发和树体养分消耗，应进行适度
修剪，以促发健壮新梢。修剪量根据受害程度
确定，受害重的树除进行重剪外，还应摘去部分
或全部果实。
5. 根外追肥。树体受涝后根系受损，吸收
肥水能力减弱，不宜立即根施肥料，应采用根外
追肥。对有果实的果园可选用喷 0.2%磷酸二
氢钾保果；对未结果的果园可喷 0.3%尿素液，
以加强光合作用，
增加树体的营养积累。
6. 病虫防治。高温高湿容易诱发各种病虫
害爆发。猕猴桃喷吡唑醚菌酯或唑醚·代森联
等预防褐斑病、黑斑病等病害，葡萄喷丙森锌、
甲霜灵锰锌等预防霜霉病、白腐病等病害，柑桔
喷唑醚·代森联预防树脂病，桃、李喷代森锌、甲
基托布津等预防褐腐病、炭疽病等病害。用药
时务必注意安全间隔期。
六、
中药材应对防汛技术措施
1. 清沟排水。尽可能快的排水，尽快清除
排水沟淤泥、断技枯叶等，保证排水顺畅，缩短
基地受淹的时间。防止黄精、华重楼、温郁金等
块根类中药材缺氧沤根等危害。对于设施大棚
种植的中药材，如铁皮石斛等，要做好钢架大棚
等设施检修、维护，确保大棚结构坚固，同时保
持大棚之间的排水沟排水顺畅，防止积水倒
灌。基地要安排专人值守，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及时妥善处理。
2. 及时抢收。若黄精、铁皮石斛等药材种
植地块受淹特别严重的，对尚有上市价值的受
灾药材，
要积极采收减少损失。
3. 及时叶面追肥。暴雨淋洗会造成土壤养
分流失和植株生长不良等，雨后天晴，要结合防
病治虫，采用叶面追肥方式及时适量补施氮、
磷、钾肥及其它复合微肥，补充植株养分以尽快
恢复长势。可用 0.2%磷酸二氢钾等加氨基酸
叶面肥进行叶面喷施，
促进中药材恢复生长。
4. 做好灾后病虫害预防控制。大雨过后导
致田间积水或土壤含水量饱和，中药材长势衰
弱，气温快速回升后，会造成根腐病、枯萎病等
病虫害，需抢晴天选择安全、对口药剂防治，针
对不同品种、受害程度及时喷施药剂，同时注意
轮换用药，
保障中药材安全生产。
七、
茶园应对防汛技术措施
1. 清沟排水，清除杂物：及时清理疏通排水
沟渠，排除园内积水，避免茶树因长时间积水死
根烂根。清除茶树上杂物、泥渍，使茶树枝叶保
持清洁。
2. 修路筑坝，培土松土：抢修冲毁的茶园坝
坎、沟渠、道路。扶正茶树，做好根部培土。水
淹后茶园及时进行浅耕松土，恢复土壤的通
透性。
3. 适度修剪，追施肥料:对影响严重、发生
枯枝落叶、生长衰弱的树，可进行不同程度的修
剪，修剪深度根据损伤轻重不同而异，掌握宁轻
勿重原则，尽量保持采摘面。追施肥料，恢复树
势 。 土 壤 开 沟 施 肥 ，亩 施 100 公 斤 有 机 肥 和
20－30 公斤复合肥（可分 2 次施）。
4. 防治病虫：当前正是茶树病虫害的高发
季节，洪灾后茶树抗性降低，要及时做好防治工
作。灾后引发的炭疽病、茶饼病和褐色叶斑病
等病害，可以喷施 50%氯溴异氰尿酸 1500 倍液
或 25% 吡 唑 醚 菌 酯 乳 油 1500 － 2000 倍 液 防

治。灾后引发茶小绿叶蝉、茶尺蠖、茶橙瘿螨等
害虫，重点应用绿色防控技术。茶尺蠖可选用
茶尺蠖病毒制剂、苏云金杆菌、茶皂素等；茶小
绿叶蝉可选用苦参碱、印楝素、藜芦碱等生物农
药；螨类可选用 99%矿物油乳油 150－200 倍液
或 0.6%苦参碱水剂 500－800 倍液。
八、
食（药）用菌应对防汛技术措施
目前香菇菌棒正处于养菌期，灵芝处于生
长期，基地受灾后，要尽快挖深场地四周排水
沟，尽快排干培养/栽培场所及其周围的积水，
预防病虫害发生，
尽量减少损失。
1. 损坏菇棚修整。倒塌或严重毁坏的菇棚
要拆除后重新搭建，损坏较轻的菇棚及时进行
加固，防止后续灾害扩大、损失加重。棚顶及四
周重新覆盖遮荫材料，避免棚内菌棒日晒雨淋，
并注意保持通风，
防治发生高温高湿烂棒。
2. 菌棒发菌场所、菇棚的清理。洪水过后，
发菌场地淤积泥水的，先排除积水，将受淹、受
埋菌棒清理出，搬至阴凉通风处；
然后将培菌场
所内的淤泥和杂物清理干净。场所为水泥地面
的，地面冲洗干净后，用漂白粉或二氧化氯喷洒
或擦洗地面和墙壁，通风除湿干燥后再用。泥
地可采取铺一层干净新土，并撒一层生石灰消
毒后使用。室外菇棚要在地面、畦床、培养架及
周围环境撒上一层生石灰吸湿消毒。周边环境
统一杀虫、消毒一次。
3. 受淹菌棒的处理。受淹、被埋的菌棒清
理后，用清水或自来水冲洗干净，再用漂白粉澄
清液或石灰水喷洒表面后，移至阴凉、干燥、通
风、避光的场所堆放。吸水过多的菌棒，用以上
方法处理后，将菌棒塑料袋顶端用刀割小口通
气排湿，排放架上或斜立于畦床上，沥去多余水
分；
或者选择阴天或晴天的早、晚时分进行刺孔
通气，散去棒内多余水分，增加料内氧气供应，
促进菌丝恢复生长。
4. 机械受损菌棒的处理。香菇有些品种的
菌棒在较大振动后，会出现提前大量出菇现象，
应及时采取疏蕾、挖除原基等措施，避免菌棒出
菇过量而早衰。严重受损甚至断裂的香菇菌
棒，应将其斜立于畦床或柱边，可在中间插一支
木签使其两部分拼接起来，让菌丝尽快恢复生
长并使断裂处尽快愈合。
5. 灵芝菌段的处理。灵芝菌段过水的，及
时清理杂物，并在棚内及棚四周洒生石灰吸湿
杀菌。已套粉的灵芝菌段过水后，先清理纸筒
等杂物，用自来水将灵芝表面泥沙冲洗干净并
晾干后，
再重新套筒收粉。
6. 灾后病虫害防治。
（1）保持好菇棚或室内培菌场所的清洁，定
期消毒。
（2）加强通风降温降湿，使菌棒堆放场所保
持阴凉、通风、低湿状态，减少或避免后期天晴
高温导致的烧菌烂棒现象。
（3）药物防治。菇蚊等虫害可喷施低毒低
残留的杀虫药剂，局部杂菌感染可采用二氧化
氯等药剂进行喷雾或注射处理。已感染绿霉发
软的菌棒及时挑出进行沤制处理，
防止扩散。
7. 保险理赔。受灾后，已投保基地应第一
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按要求做好索赔材料准
备，
申请保险理赔。
九、
水产养殖应对防汛技术措施
1. 对灾后死亡的水生动物要及时收集，进
行无害化处理，防止死鱼烂虾等对环境造成污
染，谨防水灾次生危害的发生。及时清除池塘
四周杂草及水体漂浮物，
防止其腐烂污染水体。
2. 及时修复受洪水淹没的池塘和各种设
施，
迅速恢复正常生产。
3. 加强灾后防疫工作，做好养殖水体消毒，
尽量采用刺激性较小的消毒剂，如碘制剂等，对
池塘水体均匀泼洒消毒，以有效地防止因伤引
起的继发性细菌性疾病。
4. 稳步增加投饲量，饲料中添加合法的饲
料添加剂，提高养殖品种抗应激能力。如果已
经发生细菌性病害，
需对症用药。
5. 对池塘逃鱼、应激死亡等情况进行观察、
判断，摸清存塘量，根据市场行情和周边苗种供
应状况，重新调整生产计划，确定补苗计划，及
时补放苗种。
6. 及时调控池塘水质，准备好生产物资，通
过精细化管理，弥补洪水带来的损失。生产的
基本条件具备之后，根据池塘的实际情况，采取
相应的水质调控措施，使池塘水质保持肥活嫩
爽，加强投喂管理和疾病预防，减少洪水等带来
的损失。
十、
农家乐应对防汛技术措施
1. 对农家乐（民宿）屋内屋外进行消毒。及
时清理倒塌房屋，在清理垃圾之前要先进行清
洁和消毒，具体消毒办法是用漂白粉或生石灰
泼洒洪水淹过的地方。
2. 饮水消毒。将需饮用的水盛入杠或桶
中，把漂白粉研细，用清水调成糊状倒入杠中，
充分搅拌，
加盖静置 30 分钟后方可使用。
3. 餐具消毒。应将餐（饮）具清洗干净后再
进行消毒操作。首选煮沸消毒 10 分钟—15 分
钟，
或流通蒸汽消毒 10 分钟后，
再用清水洗净。
4. 衣物消毒。用有效氯为 250 毫克/升—
500 毫克/升的含氯消毒剂浸泡 30 分钟，含氯消
毒剂对衣物有漂白的作用，
消毒后用清水清洗。
5. 勤洗手。洗手时先用湿巾或者酒精棉球
擦去手上明显污染物，然后用手消毒剂搓手，重
复 2 次，最后用湿巾或及酒精棉球擦手，务必做
到清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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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过后，车子被淹如何理赔？
龙泉各大保险公司理赔攻略来了

6 月 20 日，我市遭遇大暴雨，许多爱车被泡在水里，怎么办？
保险公司会赔吗？怎么理赔？就此，市融媒体中心对车辆水淹
等相关理赔问题进行了梳理，
一起来看看。
车辆赔泡水以后，
如何申请赔偿
车子进水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车辆停放在路边或是地
下车库，由于积水太深导致车辆进水；二是车辆在行驶时，开进
积水路段，
导致车内进水、熄火，
无法前行。
第一步：
电话报案
一旦车辆被浸泡在水里，车主必须马上拨打保险公司电话
进行报案。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泉支公司：
请拨打 95518 热线电话报案或在“浙江人保财险”微信公众
号进行报案。
如遇报案电话忙线，可直接联系龙泉人保财险理赔客服
人员：
谢龙辉，
18906885061；
项世鑫，
18906885126。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泉支公司：
请拨打 95510 热线电话报案或在“阳光财产保险浙江分公
司”
微信公众号进行报案。
如遇报案电话忙线，可直接联系阳光财险龙泉支公司理赔
客服人员：
吴必龙，
13587150737；
吴云凯，
18857804441。
中华联合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泉支公司：
请拨打 95585 报案电话进行报案。
如遇报案电话忙线，可直接联系中华财险龙泉公司理赔客
服人员：
管 溢，
13666559802（专职车险理赔）；
刘毓欣，
13754271128（非车险协助查勘）。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泉支公司：
请拨打 4008666777 热线电话报案或在“浙商财产保险”微信
小程序进行报案。
如遇报案电话忙线，
可直接联系龙泉浙商保险理赔客服人员：
林保国，
18857816034；
毛维芳，
19957139008。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泉支公司：
请拨打 95519 热线电话报案进行报案。
如遇报案电话忙线，
可直接联系龙泉人寿财险理赔客服人员：
叶国剑，
18657839915。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水中心支公司龙泉市营
销服务部：
请拨打平安客服电话 95511 进行报案或在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点击“办理赔”
进行报案。
如遇 95511 报案电话忙线，
可直接联系理赔查勘员电话：
何国龙，
13395885306；
周华清，
15205785890；
陈 斌，
15925739605。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泉支公司：
请拨打 95500 热线电话报案或在“太平洋产险浙江分公司”
微信公众号进行报案。
如遇报案电话忙线，可直接联系龙泉太保财险理赔客服
人员：
殷文斌，
13735924326；
邹海彬，
15168005750。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泉支公司：
请拨打 95590 热线电话报案或在“中国大地超 A”APP 进行
报案。
如遇报案电话忙线，可直接联系大地财险龙泉支公司理赔
客服人员：
吴 斌，
18505878012；
徐 杨，
15800321285。
第二步：
现场拍照
报案后等待人保查勘员联系，条件允许尽量先行手机拍照
记录现场损失情况。
第三步：
等待救援
各保险公司会安排施救车辆进行救援并拖至指定地点，请
车主保持手机畅通。
第四步：
定损
在车辆指定停放地点，
等待保险公司安排人员集中定损。
第五步：
理赔
各保险公司将依照大灾理赔方案，会在车辆定损完成后进
行快速理赔。
温馨提示
在发现车辆涉水熄火后或停放被淹后不要启动车辆，并禁
止再次打开电源。请优先保证人员安全。

雨天车辆出行注意事项
1. 车辆出问题应马上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备案（一定要在 24
时之内报案）。
2. 在水中抛锚的车辆，没有二次启动或长时间浸泡，一般只
需清洗或花几百元就可修复。
3. 暴雨天气尽量不要驾车外出，若必需驾车出门，在出门前
应仔细检查灯光、制动、转向等是否正常。
4. 当积水深度超过 20 厘米建议不要涉水行驶，应绕道或熄
火后挂空挡将车推出积水区。
5. 建议中高档轿车车主购买涉水险作为附加险种，这种险对
于保险车辆在积水路面涉水行驶或被水淹后致使发动机损坏可
给予赔偿。
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积水路段不要强行通过。若车
辆不慎被淹，一定要立即从车里出来，到安全的地方。为了自身
安全，
千万不要呆在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