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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土地流转。
3.7 加大扶持， 降低风险

农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受各种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

影响大。建议制订相关扶持政策，设立农村土地流转专

项扶持资金，用于规模经营主体的培育和鼓励，在税收

方面应给予优惠照顾，提供必要的技术、信贷、人才、
信息和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同时，借助国家惠农政策增

强的契机，抓好土地开发整理，改变土地分散、零星状

况，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切实提高土地规模经营者

能力，有效降低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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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植保队伍建设 提高烟草病虫害综合防治效果

植保工作是烤烟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主要技术措施之

一，要使植保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烤烟生产，只有进一步

加强植保队伍的建设，将一系列综合防治技术措施落实

应用到烤烟生产中，提高防治效果，把烟草病虫害危害

程度降到最低极限，最大限度地提高烤烟生产的经济效

益。根据昭通市烟草公司对植保工作的要求，结合彝良

县实际，2008 年在主产烟区龙街、海子、荞山 3 个乡

（镇） 组建了 64 人植保专业化服务队伍，负责担任 433.3

hm2 烤烟病虫害综合防治工作和大面统防统治技术指导，

通过加强植保专业化服务队伍建设，进一步规范了彝良

县烟草植保工作，杜绝了三无农药的使用，提高了防治

效果，为来年的植保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将 2008

年植保专业化服务队伍建设工作总结如下：

1 加强领导，组建植保专业化队伍

根据昭通市烟草公司的要求，为了确保专业化队伍

建设工作落到实处，首先成立了县烤烟植保工作领导

组，分公司分管领导任组长，成员由植保站和各烟叶工

作站站长组成，并成立了相应的技术指导组，主要负责

全县烤烟植保工作的技术指导；其次组建植保专业化服

务队伍，为了确保在烤烟病虫害防治中达到统一规范使

用农药，分别在龙街、海子、荞山 3 个主产烟区成立了

植保专业化队伍，人员由当地种烟大户、有生产经验、
责任心强的烟农组成，全县共成立 3 个组 64 人 （龙街组

29 人，海子组 25 人，荞山组 10 人），主要负责 433.3

hm2 综合防治示范样板烟田的农药喷施和抓各项综合防

治措施的落实，通过综合防治示范，辐射带动了全县统

防统治工作的规范进行。

2 明确植保专业化服务人员的工作职责
和劳务补贴

2.1 工作职责

加强烤烟病虫害防治理论学习，了解所在区域内烤

烟病虫害发生种类及不同病虫的特征。掌握常用农药配

制比例和使用方法。在烟叶工作站的统一安排下，严格

按综合防治技术实施方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负责综

合防治示范 （龙街 300 hm2、海子 100 hm2、荞山 33.3

hm2） 和各项技术措施的落实。
2.2 劳务补贴

植保专业化服务人员从 2008 年 5 月 1 日开始启用，

劳务补贴每完成 667 m2 规范防治按 31.50 元计发，防治

次数要求在 3 次以上，每次统防统治时间必须在烟叶工

作站的统一指挥下进行，并要求烟农签字认可，经分公

司和烟叶工作站组织检查考核，按合格率进行劳务补贴

计算。全县 2008 年共完成综合防治面积 433.3 hm2，共

支付劳务费 20.475 万元。
2.3 确定主要防治对象及防治目标

根据 3 个主产烟区历年烤烟生产中病虫害发生种类

及危害程度，确定 2008 年综合防治示范区的主要防治对

象是炭疽病、赤星病、野火病、角斑病、普通花叶病、
蚜虫等“五病一虫”，相对防治效果要求病害达 70%以

上，虫害达 85%以上。

3 抓好综合防治技术措施的落实

3.1 农业防治措施

（1） 严格实行品种区域化种植。综合防治示范分区

域实行一乡一品，种植昭通市烟草公司统一供给的云烟

85、云烟 87 两个品种。
（2） 培育无病壮苗。禁止在蔬菜地、种植过茄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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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及其周边选点育苗，以防病虫害交

叉感染。每次剪叶前都要进行剪叶器具的消毒，剪叶后

要及时清除残叶，并统一定期 （第 1 次 4 月 10~15 日，

第 2 次 4 月 20~25 日，第 3 次成苗移栽前） 用 1∶900 倍

的毒消进行苗床喷雾预防病毒病。切实做好“两网一

膜”管理，确保烟苗正常生长，提高烟苗的抗病能力。
（3） 择优布局。大田选择相对连片，轮作率 100%。
（4） 规范栽培。一是统一移栽规格 （110~120 cm×

50~55 cm）；二是合理施肥，严禁使用带病株残体的农

家肥；三是统一实行预整地栽烟，预整地在 4 月 20 日前

结束；四是统一移栽节令，整个移栽在 5 月 15 日分乡

（镇） 集中 10 d 完成。
（5） 结合中耕培土，及时清除田间杂草和无用的病

脚叶，并采取集中处理，确保田间卫生，减少病源传播。
（6） 留足有效叶，适时封顶，合理使用化学抑芽剂，

减少蚜虫危害和人为的病害传播。
3.2 药剂防治措施

（1） 病毒病：在团棵至旺长期 （6 月 15~30 日），统

一使用 1∶900 倍毒消或 1∶300 倍菌克毒克和 1∶800 倍

迎晨，进行 2 次喷雾预防,每间隔 10 d 一次。
（2） 细菌性病害 （角斑病、野火病）：发病初期可用

硫酸链霉素 14 000 倍液 （每袋对水 50 kg） 进行喷雾防治。
（3） 真菌性病害 （炭疽病、赤星病）：炭疽病：在团

棵期至旺长初期，用 1∶800 倍代森锌或代森锰锌进行一

次喷雾预防；赤星病：结合封顶打杈统一使用 1∶500 倍

斯佩斯进行喷雾预防。
（4） 蚜虫：当大田发生蚜虫危害时可使用 1∶1 200

倍的石敢当或 1∶1 500~2 000 倍的农家盼进行喷雾防治。

4 实施专业化防治效果

4.1 防治效果

实施专业化防治效果见表 1。
4.2 经济效益

通过对照区和处理 （植保专业化服务队综合防治示

范） 区的测产计值比较 （按小区试验与大田示范缩值系

数折算），其经济效益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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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植保专业化服务综合防治效果统计

表 2 植保专业化服务综合防治示范产量、 产值效益统计

2008 年全县共办 433.3 hm2 植保专业化服务综合防

治示范样板，共增投入 20.475 万元，挽回烟叶损失 40

040 kg，挽回产值损失 212.0365 万元，投入与产出比值

为 1∶10.36，减去综合防治投入，通过综合防治，纯增

经济效益 1 915 615.00 元。
4.3 社会效益

通过在主产烟区 （龙街、海子、荞山） 组建植保专

业化服务队伍，举办综合防治示范样板，辐射带动了彝

良县 2 313.3 hm2 烤烟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的全面开展，

进一步规范了整个植保工作，使全县的烟草病虫防治效

果有了明显的提高，烟农对综合防治系列技术措施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为来年的植保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烤烟生

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整个植保工作在烤烟生产

中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 存在问题

由于该项工作还属起步阶段，在工作中还存在不足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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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构不够完善，人员个体素质存在一定的差异。
（2） 人员较为分散，不利于集中行动。
（3） 人均负责面积过大，造成统防时间延长。

6 工作建议

（1） 进一步完善组织机构，分层次指定专人负责，

明确职责。
（2） 建议各烟叶工作站要设置植保专职人员，负责

全站植保技术指导，确保病虫害防治工作有序进行。

（3） 进一步加强植保专业化服务队伍的建设，加强

专业技术培训，提高整体素质。
（4） 建议各级专项资金、费用文件及通知早出台，便

于基层开展工作，确保植保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烤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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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京萍
（昆明学院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云南 昆明 650118）

发挥远程教育优势 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培训

摘 要：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纷纷返乡。农民工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此农

村远程教育部门必须配合地方政府，充分利用现有远程教育设施，抓住返乡农民工在家待业的有利时机，对他们进

行专业的技能提升培训或转岗培训，从而推动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
关键词：金融危机；返乡农民工；远程教育；培训；就业

2008 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珠三

角和江浙一带许多外向型加工企业出口严重受阻，企业

相继停产、半停产甚至倒闭，造成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纷

纷返乡。根据云南省劳转办 2009 年 1 月 15 日统计，全

省约有 113 万农民工返乡。目前云南省外出务工收入占

农民人均收入的 30％~40％。据昭通市农村人力资源开

发办主任刘国权分析，预计当地 2008 年将减少务工工资

收入 5.4 亿元，农民人均减少务工收入 100 元左右，如

果按超过 55 万人返乡回流，全年将减少 50 亿元以上的

务工工资收入，农民人均一年将减收 1 100 元。这不仅

使原有的 100 万人不能脱贫致富，且会有近 40 万的农村

人口再次返贫。现阶段农民工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

是政治问题，政府必须认真对待，花大气力去抓。因此

各级相关部门应该充分利用现有远程教育设施，抓住返

乡农民工在家待业的有利时机，对他们进行专业的技能

提升培训或转岗培训。

1 目前农村实施远程教育的必要性

农村远程教育是利用互联网等通讯技术手段，将集

中的农业技术资源以多媒体的形式传输给时空分离的农

技人员和农民群众的一种方式,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采用先进的技术, 资源集中且容量大, 信息管理集中, 教

与学的时空分离, 学习人员自主学习为主。（2） 农业专

家的讲课过程经数字摄像机摄录之后通过编辑传送到服

务器中，客户端广大农民兄弟通过专用视频播放器选择

课件, 点播栏目中的视频教学内容进行学习。在应对因

金融危机带来的农民工返乡潮中，各级组织如果能高度

重视，充分发挥现代远程教育思想教育、技术培训、信

息采集、文化娱乐、典型推介等优势，为返乡农民工提

供及时有效服务，将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1 远程教育的宣传优势

针对沿海一些企业大规模裁员，导致部分农民工提

前返乡，出现情绪不稳的现象，利用农村远程教育深入

终端站点为返乡农民工开展思想教育、情绪疏导等工作，

帮助农民工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使他们对当前国际

经济形势、党和国家的发展大势及各项政策有了较为深

入的了解，从而增强了信心、稳定了人心。
1.2 远程教育的技能培训优势

各级农村远教办、农广校深入基层，通过调查研究，

有的放矢的组织形式多样的返乡农民工远程教育集中学

习培训。利用全国远程教育卫星专用频道、中国农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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