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鲜桃丰收卖得俏

■ 本报记者 袁野

眼下正是鲜桃上市的好时节， 在六
安市金安区张店镇的桃园，鲜红的脆桃、
淡黄的黄桃挂满枝头，突围、黄金蜜等各
品种鲜桃迎来了丰收， 处处可见桃农忙
碌的身影。 位于该镇白塔寺村的大圣脆
桃交易中心， 也迎来了一年里最繁忙的
时候，天南海北的客商精心挑选、采购新
鲜上市的桃子。

金安区是江淮果岭核心区域 ，12
万亩桃园预计每年可收获 15 万吨各类
鲜桃。 今年，金安区成立脆桃促销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销售期间的指导和服务
保障工作。 组织全区 20 余个大小鲜桃
交易市场互通有无， 齐心协力为客商、
桃农提供服务 ，还利用电商平台 、直播
带货等多种方式 ， 线上线下多渠道宣
传、销售金安脆桃。

同时 ，当地为每位前来采购鲜桃
的外地客商提供 1000 元生活补助 ，还
推出措施鼓励销售 ，每售出 1000 吨桃
子， 给予交易市场 1 万元奖励 ， 向上
累加 。

“这是我第十年来金安区采购，这里
的桃子品种全 、品质好 ，在全国各地都
很受欢迎！ 我们和果农之间签约，约定
收购价格，果农种桃没有后顾之忧 。 ”
来自砀山县的水果客商华永刚告诉记

者，这几年金安脆桃品质不断提升 、品
种不断更新，他在高峰期每天要采购 5
万斤。

在金安区中店乡 ， 乡长谢俊忙着
在桃园直播推广金安脆桃。 “从 5 月 20
日开始 ， 我们在金安区张店镇 、 施桥
镇、横塘岗乡 、中店乡等几个江淮果岭
主要乡镇组织了直播带货活动 ， 由这
些乡镇主要负责人亲自上阵 ， 向网友
宣传我们金安区的脆桃产品。 ”金安区
消费扶贫地方馆负责人胡亮亮告诉记
者 ，他们为金安区各乡镇销售了 15 万
斤金安脆桃。

桃农王昭中在张店镇种桃子已经有
20 年，这段时间桃园里客商不断，桃子
也随之一筐筐拉走。“在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下，我们的销售难题得到了解决，
1 斤可以卖到 3.5 元，每天都能有近 2 万
元进账。 ”王昭中说。

张店镇今年有 2 万亩桃园挂果，预
计产出 4 万吨鲜桃， 当地主动组织客商
和交易市场现场采购。 张店镇农综站站
长刘正友介绍，目前仅张店镇就有 50 多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 每天销售鲜桃
400 多吨。

“今年脆桃丰收， 产量较去年提高
20%，价格也比去年高了两成左右。 ”金
安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胡琦告诉记者，预
计今年全区鲜桃产值可突破 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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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洋 通

讯员 胡劲汉）6月 2日，铜陵
市首个税收服务工作室———
“小鹏税收服务工作室”揭
牌，为纳税人提供零距离、个
性化、精准化涉税服务。

铜陵市税务局在纳税
服务中发现， 纳税人缴费
人遇到部分涉税事项时存
在多头找、多头问的情况，
影响了纳税缴费办理体
验。 该市税务局以办税服
务厅、 各业务科室专业骨
干为团队班底， 以该局第
二税务分局青年业务骨干
程鹏名字命名， 成立工作
室。 纳税人缴费人遇到涉
税 “疑难杂症 ”时 ，可通过
线上 “屏对屏 ”与线下 “面
对面”的方式，享受工作室
“专家问诊”式服务。 工作
室还将为纳税人缴费人协
调后台业务审批审核 ，构
建“全程协办”服务链条。

·气象告知·

·健康顾问·

20２1年 6月 10日 星期四 责编/张旭初 胡劲松 版式/孙冠贤6 区域·民生新闻

2021年全省秸秆禁烧卫星监测情况
（第二期）

根据全省秸秆禁烧卫星遥感监测情况，2021 年 6 月 7 至 6 月 8 日， 卫星监测发现热异常点 2 个。 截至 6 月 8
日，全省累计发现热异常点 14 个，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城市名称
6月 7 日至 6月 8 日
热异常点情况

累计热异常点数

1 合肥市 - 1个

2 淮北市 - 1个

3 蚌埠市 - 2个

4 滁州市 - 1个

5 芜湖市 - 3个

6 铜陵市 - 2个

7 池州市 - 1个

8 安庆市 - 1个

9 淮南市
凤台县 1 个

2个
潘集区 1 个

省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张珍

6月 8 日，正值午收高峰 ，亳州大
地一派忙碌丰收景象。谯城区赵桥乡
的无人农场里， 却是只闻机械响 ，不
见人奔忙，一台无人驾驶收割机在收
割着 300 亩麦田。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标志着安徽首个无人
农场 （亳州谯城 ）示范基地正式投入
运营。

“真是科技力量大，这样种地太省
心省力了， 一个人种几千亩地也不费
劲。 ”现场看到无人驾驶收割机的高效

作业， 谯城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方
友围惊叹！

调试结束正式投产后，一台无人驾
驶收割机收完 300 亩小麦只要 36 个小
时，只有人工驾驶农机用时的一半。

当天上午 ，华南农业大学博士后
张闻宇轻轻按下遥控器上的启动键 ，
一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沿着规划好的
路径缓缓开进无人农场的麦田 ，自主
收割小麦， 满仓后自主返回地头 ，将
收获的麦粒卸载到装粮车上 ，之后继
续返回收割。 此时，10 公里之外的十
河镇大周村润耕天下农场内 ，技术人
员正通过巨幅电子大屏远程监控无

人农机作业情况 。 通过这个被称为
“农场大脑”的云管控平台，还可以实
时察看田间土壤、空气温度与湿度等
信息。

“每台无人农机上都安装了物联网
传感器，可以提前设定好路线，包括拐
弯掉头的位置。 ” 安徽中科智能感知
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黄河告诉记者 ，
无人农场主要是利用北斗卫星定位和
互联网数据传输， 远程实时获取农机
现场作业数据。 不仅仅是收割环节 ，
无人农场可以实现智能化无人模式耕
种管收环节全覆盖 ， 提高经济效益
30%以上。

“无人农场全程进行数字化农事管
理，通过后台的智能农业大脑分析，决
定什么时候打药、追肥，什么时候成熟
度最好再收获， 改变了过去依靠人工
经验种地的模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锡文表示， 无人
农场的建设， 让从牛拉犁的传统农业
发展到无人化的智能农业， 有利于推
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提高农
业现代化水平。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杨增权表
示，安徽首个无人农场的投入运营，是
建设智慧农场的有益探索， 更是解决
“谁来种地”现实问题的新尝试。

安徽首个无人农场（亳州谯城）示
范基地首期建设面积 300 亩， 进行小
麦、玉米轮作，技术依托华南农业大学
罗锡文院士团队， 由安徽中科智能感
知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承
建。 谯城区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志
新表示， 谯城区将充分发挥无人农场
的示范带头作用， 用科技的力量助推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
科技新动能。

省城开辟农机加油绿色通道
本报讯（记者 钱定果 通讯员 李翔

宇）为保障“三夏”时节农用机械用油，中
石化合肥石油分公司设立 18 座农机专
供站，开辟农机加油绿色通道，优惠提供
农用柴油。

中石化合肥石油分公司根据农作
物分布和加油站网络布局， 设立 18 座
“三夏 ”农机专供站 ，开辟农机加油绿

色通道 。 同时对 “三夏 ”农业用油实行
灌桶优惠， 在挂牌价基础上给予 1 元 /
升幅度的让利 。 该公司还成立 5 支保

供服务队 ，只需农户一个电话 ，就将油
送到田间地头。

以农机手需求为中心，中石化合肥

石油分公司开展加油直接赠送水 、米
面油 、方便类食品 、洗漱用品及润滑油
等商品或 “爱心礼包 ”等活动 ；开设农
机手之家休息室 ， 免费向农机手提供
开水 、方便油桶 、交通指南 、防暑降温
物品等。

午季小麦开镰收割以来， 该公司为
农户灌装柴油逾 200 吨。

■ 本报记者 温沁 文/图

6月8日， 在合肥市第四十八中学望湖
校区高考考点， 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望
湖派出所民警、59岁的李兰勇，一边在考场
外维持秩序， 一边给家长们发放防电信诈
骗宣传单页。

对于即将退休的李兰勇而言， 这是他
最后一次为高考的孩子们保驾护航。

2010年9月，李兰勇担任48中望湖校区、
望湖小学、省政府幼儿园等单位的法制副校
长，师生和家长们亲切地叫他“李校长”。

为了望湖社区及其辖区校园的安全，李
兰勇牵头成立 70人的护校队、辖区义务巡逻
队、志愿者护学岗服务队等志愿服务组织。除
值班外，他还亲自带领队伍上岗巡逻、护花护
学、风雨无阻，得到居民的一致好评。

李兰勇获得 2020 年度“安徽省公安厅
抗疫先进个人”“合肥好人”等称号。

倾情护学保平安

·百姓故事

� � � � 6月 8日，李兰勇（左一）在高考考点外维持秩序。

“冬病夏治”启动预约
本报讯 （记者 朱琳琳）“冬病夏治”

是我国传统中医药特色疗法， 记者日前
从省中医院获悉，该院今年“冬病夏治”
特色疗法预约登记工作已启动， 有需要
的患者可前往相关诊室进行预约。

“冬病夏治 ”疗法源于 《素问·四气
调神大论》。 随着中医药科研的深入和
临床经验的逐步积累 ，“冬病夏治 ”的
治疗方法 ， 由开始的穴位贴敷而逐渐
发展到外用 、内服等多种方法相结合 ；
外用法如穴位贴敷 、针灸 、拔罐 、刮痧 、
推拿等多种方法 ， 尤以夏季三伏天穴
位贴敷最好 ，其简便 、安全 、疗效好等
优点，患者乐于接受。

据介绍 ， 省中医院开展此项治疗

已有数十年的历史 ， 具备一整套规范
的“冬病夏治 ”诊疗方案 。 “冬病夏治 ”
治疗时间自每年 “夏至 ”开始 ，每个伏
天集中治疗 ， 共 5 个集中治疗日 。 其
中 ，首次治疗时间为 6 月 21 日 ，第二
次治疗为 7 月 11 日， 第三次治疗为 7
月 21 日， 第四次治疗为 7 月 31 日，第
五次治疗为 8 月 10 日。

为防止人流聚集， 保障患者就医安
全，省中医院今年“冬病夏治”实行预约
就诊模式， 即日起有需要的患者可至医
院相关科室预约登记， 门诊实名制挂号
后至门诊医生处咨询、 登记并领取预约
治疗卡， 凭治疗卡按照提示在指定时间
和时段到预约地点治疗。

6 月 9 日，在合肥市蜀山区南七街道科企社区，安徽省中医院国医堂的医生志
愿者为辖区居民讲解香囊制作技巧，普及中医药知识。 当地居民用做香囊方式传承
端午民俗文化，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今日我省南部入梅
山区有强降雨，淮北等地有 37℃以上高温

本报讯（记者 史力）据省气象台发
布的消息，10 日， 我省南部将正式进入
梅雨期，这较常年 6 月 16 日的入梅日期
偏早。 入梅后预计本省山区有持续强降
雨，而淮北等地有 37℃以上高温天气。

省气象台的预报显示， 入梅后预计
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降水持续时间长，
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 要防范短时强
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
业、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预计未来 10 天， 我省雨带不稳定，
呈南北摆动态势，其中 6 月 10 日大别山
区和沿江江南、13 日至 14 日全省自北
向南分别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 并伴
有雷电、 短时强降水和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 未来 10 天累计雨量：大别山区南部
和江南西南部 100～150 毫米，局部 150～
200 毫米；其他地区 50～100 毫米 ，局部
100～150 毫米。 与常年同期相比：淮北地
区偏多 5 成至 1 倍， 大别山区和江南北
部偏多 4～6 成，江南南部接近常年，其他
地区偏多 3～5 成。

在淮北地区，预计 10 日仍有 35℃以
上的高温；11 日到 12 日高温范围扩大，
强度增强， 淮北地区和江淮之间北部的
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 37℃；13 日起
全省气温有所下降。

气象部门提醒，入梅后大别山区和皖
南山区降水持续时间长， 局地雨强大，需
防范山洪地质灾害、 城乡积涝等次生灾
害，加强中小水库的巡查防守。 密切关注
短时临近预报预警，防范短时强降水和雷
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交通出
行的不利影响，做好雷电和大风防御。 未
来 3天淮北地区高温范围逐步扩大，强度
增强，户外作业注意防暑降温。

梅雨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特有的天气
气候现象。一般年份的 6 月至 7月，长江
中下游地区进入梅雨期。 据省气候中心
统计， 我省淮河以南平均入梅时间为 6
月 16 日，出梅时间为 7月 10 日，梅雨期
长度平均为 24 天， 梅雨量江淮之间为
270 毫米，沿江江南 320 毫米。 但入梅时
间、梅雨期长度及梅雨量年际变化很大。

夏收扫尾 夏播全面展开
计划落实优质稻 2380万亩，占总面积六成以上
全省已播秋粮约 1908 万亩，进度与常年相当

本报讯（记者 史力）机声隆隆，颗
粒归仓。 6 月 9 日，我省小麦抢收已超
过 94%，基本结束。 与此同时，各地夏
种夏管有序推进。 预计全省夏播粮食
面积 6142.5 万亩， 较上年增加 3.2 万
亩。 截至 6 月 8日，已播面积 1908.4 万
亩，进度过三成，与常年相当。

6 月 9 日， 全省共投入收割机 2.9
万台，收获小麦 164.4 万亩。 截至当日
16 时， 全省共收获 4049.2 万亩， 进度

94.9%，夏粮已从丰收在望变为丰收在
手。 各地迅速抓紧时间抢墒播种，夏种
据省农情调度， 全省 6142.5 万亩秋粮
中 ，预计夏玉米 1697 万亩 ，较上年增
加 8 万亩；因大力发展双季稻，中稻面
积 3242.6 万亩， 较上年减少 1.3 万亩，
双晚稻 272.9 万亩， 较上年增加 4.1 万
亩；夏大豆 832.6 万亩，较上年减少 6.4
万亩；其他谷物持平。

夏种中， 各地多措并举确保种足

种满。 根据秋粮作物分解的任务，实行
挂图作战、对“表”种田，分区落实、压
茬推进。 加强播后即管，下发农技指导
意见与组织农技专家， 指导种植户对
已播作物做到适期播种、边种边管、种
后即管，强化肥水管理，重点落实病虫
害防控和灾情防御两项防灾措施。 目
前早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个体生长健
壮，长势均衡，总体苗情好于上年。

继续推进优质专用水稻生产。 据

各市上报统计， 今年计划落实优质专
用水稻 2380 万亩、占总面积 63%。 水
稻单品种 5000 亩片 264 个，种植面积
162.36 万亩 ；整建制乡镇 69 个 ，种植
面积 213.24 万亩；整建制县 8 个，种植
面积 87.57 万亩。 在全省 21 个县开展
整县制绿色高质高效创建， 发展再生
稻 122 万亩、稻渔综合种养 522 万亩，
加快种植业生产方式全面绿色转型 ，
推进种植业高质高效发展。

人坐在房间里按下启动键，农机从下地、收割到装卸，全程操作。
6 月 8日，全省首家“无人农场”开始收割小麦———

麦田不见人 但闻农机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