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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田管助春耕
■ 本报通讯员 梁威

本报记者 孙海涛

“当前，小麦田管主要抓好清沟沥
水、降湿转根以及返青肥的使用，促进
苗情转化早。 ”近日，在天长市永丰镇
三元村种粮大户刘延家的麦田里，农
技人员正在查看麦情， 叮嘱他加强田
管，积极进行病虫害防治。

“农技部门对我们非常关心，现在
技术专家全到田间地头指导杂草化除。
我们按照农业技术要求， 做好春季田
管，确保丰产丰收。 ”种粮大户刘延说。

专家跟着农民走、 农民围着专家
转，春耕开展以来，天长市农业部门本
着“早安排、早动手、早筹划”的原则，
组织 100 多名农技人员通过深入田间
地头，或用电话、微信联系等方式，指
导农户科学田管。

“为了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我
们除了做好技术服务，还积极组织好农
资供应，特别是种子、肥料等农资，确保
农业生产有序进行。 ”天长市农业农村
局高级农艺师张明说，“下一步，我们将

加大麦油田间管理的力度，及时掌握墒
情、苗情、病虫情，指导好春季田间管
理，确保午季农业增产增收。 ”

今年春耕期间， 天长市农业部门
还充分发挥农业机械主力军作用，积
极组织无人机、 喷雾机等高效植保机
械，通过全程承包、代防代治等服务形
式全力开展病虫草害防治， 大幅度提
高防治效率和效果。

“我的农场全程使用机械化种粮
后， 春耕效率比以往提高了 2 倍至 3
倍。 以往喷洒农药，我流转的 800 亩地
需要 40 到 50 个人工，要 5 到 7 天才能
喷完。 现在使用大型植保机，2 天内基
本上就能完成，不仅效果好，还能节省
近万元的人工费用。只有依靠这些新型
智能化农业机械，才能让我们农场主实
现一人管千亩的梦想。 ”刘延说。

“我们通过政策宣传、农机补贴、
技术指导等形式， 大力推广示范新技
术、新装备，提高机械化水平。 今年，天
长市投入春耕生产农机具达 15000 台
套，机械施肥覆盖率超过 60%，病虫草
害机械化防治全覆盖。 ”张明表示。

“美丽庭院”引领乡风
■ 本报通讯员 王倩倩

最近， 霍山县下符桥镇下符桥村村民戴立如总要细心地擦拭一遍
大门上的“美丽庭院”奖牌。 “我们家是五星‘美丽庭院’，而且是镇上第
一家挂牌的，这可是我们一家人的荣誉。 ”话语间，戴立如脸上满是自豪
之情。

“美丽庭院”不能光看外表，更要看内里。 58 岁的戴立如是一名有着
2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她在村里人缘极好。 前些年，通过参加岗位技能
培训，取得中医经络调理师证书后，她把家里空余的房间改成了自己的
工作室。 平日里，乡里乡亲有谁腰酸背痛的，都会找上门来请她帮忙。

“我妈是个热心肠，每次村里人来了，她总是耐心地为他们推拿按
摩，缓解疼痛，结束后还会讲一些中医养生的知识，让大家注意日常调
理。 ”罗樨樨是戴立如的女儿，她说，热心贤惠的妈妈就是她为人处世的
榜样。 当然，这也是一家人获得“美丽庭院”荣誉必不可少的加分项。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下符桥镇近
年来坚持村容村貌与乡风民风一起抓，以“美丽庭院”创建为载体，大力
引导群众参与其中，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摒弃日常生活陋习，改善
乡村环境面貌，弘扬乡村文明新风，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据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工作人员苏慧介绍，“美丽庭院”评选标准
共分为五个星级，环境卫生清洁美为一星，门前“三包”整洁美为二星，摆
放整齐有序美为三星，种树栽花绿化美为四星，家风家训风尚美为五星，
达到三星以上方可参与评选活动。 评选程序先由村民组推荐、文明新风
评比小组审定，接着村民代表会议审议、村“两委”审核，最后再由镇上审
核、公示、挂牌。

“为‘美丽庭院’家庭挂牌，旨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吸引和凝聚更多
家庭参与其中，共同创建美丽乡村，引领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振兴。”下符
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主任杨建勋说。

“一块田”铺就振兴路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这是新培育的速生环保红叶无絮杨，是一种优质树种，当年种植当
年见效益。 ”4 月 5 日，涡阳县高炉镇四零村党委书记杨光告诉记者。

四零村紧邻涡河，人多地少，耕地多为河道冲田区，土质薄产量低，难
以规模发展。 “我们在抓好党建引领的同时，2018 年至 2019 年，通过流转
土地，全村 3000多亩耕地变成‘一块田’。 ”杨光说，为种好“一块田”，村里
先后成立 3 个种植产业合作社，大户能人承包土地，并与村里合作种植红
叶无絮杨育苗基地 500 余亩，村集体持股 50%，目前已接到 200 万元销售
订单，预计今年销售收入 500 余万元，村集体收益超 50 万元。

在红叶无絮杨育苗基地，工人将枝条插入土中，接着用土覆盖，施肥
浇水。 “我在基地干一天挣 50 块钱，轻松不累还顾家。 ”村民宁素梅说，她
家人均不到半分地，成本高收成少，土地流转后加上务工，年收入 2 万元。

在雅琪果树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杨杰坤正带领务工人员为果树压枝
定型、 除草施肥。 “合作社常年带动用工 100 多人， 这是发工资的记账
簿。”杨杰坤把记工本拿给记者看，“村民都说‘一块田’好种好管，不仅合
作社增收，村民流转过来的耕地也比自家种增收数倍。 ”

据高炉镇有关负责人介绍，流转土地发展“一块田”，有利于农业机
械化生产，有利于发展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和现代农业，有利于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和规模发展、集约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

记者采访中得知，该村利用村集体收入，积极改善村级基础设施和
基本公共服务。该村公共空间治理 800 余亩，沟渠水系绿化 6 条 9000 余
米，同时新建中心幼儿园、村卫生室各 1 所，新建广场文化长廊、休闲花
园广场、文化大舞台和水冲式公共厕所，村庄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2019
年，四零村获得“省优秀旅游示范村”称号。

景观小品“扮靓”街头
■ 本报记者 许蓓蓓 本报通讯员 张琨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肥东县的合肥东部新城核心区，看见这里处处高
楼林立、马路宽阔，街面井然有序，鲜花绿植遍布道路两侧，游园、雕塑、
文化场馆不时掠过眼前，俨然一个规划齐全、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区。

行走在该区街头巷尾、广场游园，一个个有“颜值”又有“内涵”的景
观小品格外吸引人眼球，不时引来行人驻足观看。

“这些公益雕塑、宣传标语、文化长廊等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不仅
看起来赏心悦目，而且正能量十足，对大人、孩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
作用。”正在该区和睦湖公园散步锻炼的王大爷，指着一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景观小品说。

近年来，为进一步彰显核心区特色，建设宜居城市，合肥东部新城核
心区综合管理办公室采取因地制宜、见缝插绿的方式，加大街心小景建设
和改造力度。这些景观小品主要依托街道灯杆、绿化带、围栏、公园景观等
基础设施，将价值观、公民道德、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方面的内容，用雕
塑、展板、灯箱、走廊、电子显示屏、公共绿地提示牌等多种形式加以诠释，
在“润物细无声”中，提高人们的文明素质和社会责任意识，使人们有所
感、有所思、有所行。

一个个设计精美、风格迥异的街头小品，犹如镶嵌在城市中的一颗
颗明珠，把核心区妆点得更靓、更美。

“东部新城核心区在肥东县发展中地位突出，要在规划建设管理的
全过程注入高品质、高质量的底色，以高品质城市建设管理引领和带动
核心区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活为本、文化为主、品质至上、细节为王，不断
描绘更加靓丽的核心区图景。”合肥东城办党工委副书记、办公室副主任
张传根告诉记者。

荒山“种”出致富茶
■ 本报通讯员 吴彬 方盼亮

4 月 4 日，一场春雨过后，枞阳县红盘山
上“众吾”白茶种植基地里，新芽满枝、翠绿一
片， 数百名腰系竹篓的采茶工人在茶园间指
尖翻飞， 穿梭忙碌， 脸上不时露出喜悦的神
情。 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不仅孕育出了特色
品牌产业，还带动了周边 20 多个村庄数百名
村民共同致富。

红盘山海拔在 150 米至 300 米， 常年云
雾缭绕，空气湿度大，是种植优质茶叶的理想
之地。 早年在外做工程的陶寿春正是看中了
这里优越的生态自然环境，于 2013 年回乡和
江小牛、 胡友来三人一起创办了安徽省红盘
山生态林业有限公司， 流转了 700 亩土地用
于种植苗木和茶叶。

“那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山 ，我们请省
茶叶学会和枞阳县林业部门的专家做了科
学规划 ，从浙江安吉引来茶苗 ，根据 ‘白茶
喜阳 ，黄金茶偏阴 ’的特性以及山的海拔和
朝向 ，分别种植了优质白茶和黄金茶 ，错峰
上市 。 ”陶寿春告诉笔者 ，经过多年摸索和
开发创新 ， 该公司在官埠桥镇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 ， 不仅先后发展成为市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培
育出的 “众吾 ”牌白茶还通过了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论证 ， 成为枞阳县白茶产业主
力品牌。

“是这片土地和周边的乡亲帮我们把产业
发展起来的，致富不能忘本，带动乡亲共同致
富也一直是我们的目标。 ”陶寿春说，公司目
前已流转了 2000 亩土地，其中的茶园种植面
积约 1300 亩， 吸引了周边乡镇 20 多个村庄
的村民来此务工。

来自红盘山脚下的村民许友花今年 61
岁，自该公司建成以来就一直在此务工，闲时
除草 、施肥 、烧饭 ，采茶忙季就到茶园帮忙 。
“在公司里打工，不仅活轻松，还能回家照顾
孙子孙女。 ”许友花开心地告诉记者，如今她
的工资一年有两三万元。

产业兴旺、助农增收的目标基本达成，陶
寿春把公司的下一步目标定在了农旅融合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上。

“结合白茶种植基地，大力发展经果林，目
前 400亩经果林建设项目已经开工。 ”陶寿春表
示， 公司将通过茶叶绿色食品种植和休闲农业
建设，形成“春季有茗茶、四季有花开、夏秋有瓜
果、垂钓有中心”的现代农业休闲园区。

４ 月 ５ 日，滁州市南谯区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图为志
愿者和小学生自制纸花祭拜革命先烈。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本报通讯员 芦兆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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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宣州智能卫浴
产业园扩园启动仪式在
宣城市宣州区寒亭镇举
行。该区决定在原产业园
２ 平方公里的基础上再
扩建 ３０００ 亩， 推动卫浴
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片陶瓷可以制成
家居卫浴产品的核心零
部件、一款多功能浴缸可
以设计成五六十种产品、
一块精致的浴室镜柜自
带除雾功能……在宣州
智能卫浴产业园内，一条
配套齐全、优势互补的产
业链展现在记者眼前。

近年来，宣州区紧紧
抓住毗邻江浙的区位优
势，主动承接具有发展潜
力的卫浴产业 ， 招商选
优、去粗取精，在强链补
链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卫浴产业集聚区，一个新
兴的产业小镇喷薄而出。

■ 本报记者 钱定果 张敬波

“从无到有”抓契机

下料、剪裁、打孔，仅一会功夫，一块
定制好的浴室柜板就在流水线上加工成
型。 流水线旁，加工好的成品浴室柜、镜
面造型新颖、设计精美。

“我们是国内一家智能家居品牌，主
要是自主设计研发浴室柜和镜面产品，
满足客户的定制化需求。 ”近日，位于宣
州智能卫浴产业园的汉斯维克智能家居
工厂内， 负责生产的厂区负责人田盛伟
告诉记者。 该厂原来在浙江嘉兴从事浴
室柜加工。 2017 年，宣州区智能卫浴产
业园在地理位置、产业基础、营商环境等
方面，吸引该企业入驻园区。 今年，汉斯
维克计划扩大厂房， 并将研发机构整体
搬迁过来。

“你看，在汉斯维克厂房两侧，我们
引进了铝合金、玻璃加工等配套企业，直
接为厂家提供生产所需原材料， 在降低
生产成本的同时 ， 也不断完善生产链
条。”宣城市宣州区寒亭工业集中区管委
会副主任周叁根说。

从引进企业到为企业做配套、 做服
务，宣州智能卫浴产业园“从无到有”，发
展路径是一点点探索出来的。

宣州智能卫浴产业园 2007 年启动
建设， 规划总面积为 2 平方公里。 2017
年， 宣州区将寒亭工业集中区定位为卫
浴洁具产业园。为加快卫浴产业发展，园
区工作人员多次到平湖、萧山、台州等卫
浴产业发达的地方“投石问路”，逐渐理
清了招商思路，即招优选优、招大引强，
走出一条符合地方实际的发展道路。

“我们充分发挥宣城市卫浴行业协
会的协调作用，拜访国内卫浴龙头企业。
在协会的帮助下， 招引中山德立等淋浴
房龙头企业入驻， 一批淋浴房企业开始
在园区扎下根来。”据寒亭镇党委委员周
磊介绍，中山德立入驻后，起到“龙头起
舞”的作用，带动一批企业入驻园区，智
能卫浴产业园逐渐形成产业上下游配套
的发展大格局。

注重质量优产业

“你看，我们根据不同的炉温，可以
烧制出规格不一的陶瓷原材料。”在国光
（宣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内，负责人
叶强手指着一排仪器上的数字告诉记
者。在不断跳动的红色数字下，白色的陶
瓷材料从炉中下线， 被应用到各类卫浴
产品中。

“陶瓷韧度比金属更强、转速更快，
误差在 5 微米。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陶瓷
阀片、轴承，为家用吹风机等各类卫浴家
居产品做配套。 ”叶强说，该公司的高档
陶瓷产品主要为一家知名品牌企业吹风
机、吸尘器的轴承进行配套。目前公司年
产值达 2000 万元至 3000 万元。

国光新材料公司 2018 年 10 月开始
在宣州智能卫浴产业园投产， 该企业的
引进凸显了产业园的引资特色。

随着前期低档加工企业逐步被淘
汰， 智能卫浴产业园更注重高质量的项
目引进，在企业原材料、精加工等各个环
节实现企业间优势互补。

据智能卫浴产业园相关负责人介
绍，产业园已入驻 36 家企业，其中规上

企业 13 家，大都以出口加工为主。该园区
继续围绕卫浴产业定位， 紧盯广东佛山、
中山、浙江台州优质卫浴企业，瞄准淋浴
房、浴缸、花洒等行业细分龙头企业，开展
精准招商。

此外， 随着龙头企业规模化发展，企
业自身拓展市场的需求逐渐显现出来。这
也是智能卫浴产业园下一步为企业做好
配套服务的着眼点之一。 叶强告诉记者，
近几年因疫情原因， 产品外销受到影响。
他们正通过与企业接触、合作，逐步打开
内销市场。

完善配套促发展

偌大的厂房内，工人们正在组装浴缸
产品， 最大的浴缸可以同时容纳十几个
人，并具备按摩等功能……这是记者在安
徽贝拉乔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厂房内看
到的一幕。

“我们今年还要继续扩建厂房。 厂房
不够用了，产品只能堆放到门口。 ”公司
负责人金洲告诉记者， 该企业总部在浙
江安吉，主要生产中高档大型卫浴产品。
企业一期占地 48 亩，目前处于试生产阶
段。 金洲坦言，宣州区的区位优势吸引了
企业过来投资办厂，而且园区基础配套、
物流完善，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 眼下，
企业可实现 8000 套/月的产能，订单已经
排到了年底。

“院内企业自我管理、自我发展，院外
急难事由我们牵头解决。 ”周叁根告诉记
者，随着企业规模化发展日趋成熟，为企
服务也要提档升级。

智能卫浴产业园首先在硬件上下功
夫，新建道路 8 条、总长度 6740 米，并同
步建设道路沿线给排水、 电讯、 绿化、亮
化、交通等配套设施。 同时建设综合服务
中心，主要为基地入驻企业提供投资创业
政策、融资、法律、市场推广等咨询服
务。 该园区还建设垃圾中转站、高
炮广告牌， 进一步完善转运服
务，提升品牌效应。

“我们建立科级干部
联系帮扶企业制度 ，坚
持 每 月 入 户 走 访 企
业。镇里定期召开经
济调度会，让各个帮
扶干部介绍走访情
况，加强对企帮扶力
度。”周叁根说。企业

签订意向协议后，园区
从企业办营业执照开
始 ，开展环评 、规划设计 、

项目开工等全程一站式服
务。此举有效提升了企业落地效

率。 眼下，智能卫浴产业园借助龙头
企业的优势，形成了淋浴房 、厨卫 、浴缸
等系列产品的拓展和集聚， 提升了园区
整体发展档次和水平。 2019 年，宣州智能
卫浴产业园被商务部认定为外贸转型升
级基地。

记者了解到，宣州智能卫浴产业园将
进一步提高园区承载能力，在强链、延链、
补链上下功夫，形成产业配套完善、卫浴
全产业链体系完备的高端卫浴洁具特色
产业园。

荨 贝拉乔员工正在擦拭准备装箱外运的

产品。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

荨 位于宣州智能卫浴产业园的汉斯维

克智能家居工厂员工正在切割板材。
本报记者 钱定果 摄

荩 安徽贝拉乔

家居用品公司员

工正在给浴缸安

装电源设备。
本报记者

张敬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