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史力 文 ／图

西瓜、桃子、葡萄、火龙果……夏日
炎炎，水果大量上市。 据全国经济作物
调度平台统计， 我省水果种植面积约
300 万亩，是重要的农业特色产业。面对
变幻莫测的消费市场，果子如何才能卖
上价、为农民带来好日子，近日，记者进
行了走访调查。

顺应消费升级，种
植优质品种， 推广绿
色技术

“如果味道好，贵一点也没关系。 ”
伴随消费升级，追求高品质已经成为一
种共识。 想要果子好吃，卖得上价，品种
是关键。

眼下， 葡萄已大量上市。 7 月 13
日， 记者来到滁州市南谯区章广镇元
松村，这里的葡萄尚未成熟，果实颗颗
饱满，垂挂在枝头。 “预计到 8 月初才
能陆续上市。 虽然上市迟，但我们不愁
卖，每斤至少能卖三四十元，精品果每
斤能卖到 60 元。 ”元松村党总支书记
张开峰领着记者在葡萄园里转了一
圈 ，他说 ，之所以不愁卖 ，是因为村里
种的水果 “大有名堂 ”，是突尼斯软籽
石榴 、法兰西西梅 、新西兰猕猴桃 、日
本晴王葡萄等国外新品种。 “品种好，
卖得也相对贵些 ， 主要销往上海 、北
京、广州等地。 ”据了解，章广镇元松村
精品水果园由上海煜谦贸易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 元松村流转土地 1100 亩，
栽植新西兰奇异果 380 亩、 日本晴王
葡萄 100 亩、西梅 520 亩、澳洲蓝宝石
100 亩 ； 预计 2022 年达到 5000 亩规
模 ，年产值可达 5500 万元 ，提供就业
岗位 300 多个。

六安地区种桃历史悠久， 现在则
在更新重建和品种改良上下功夫。 安
徽省果树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张金
云说，受市场经济效益的驱动，六安原
有的一些品种的抗性、耐裂果、耐贮运
性、 果实品质等方面已满足不了市场
需求， 栽培技术也与现阶段规模化种
植模式不配套，限制产业发现。 “发挥
六安水果的气候优势和土壤特色 ，我
们利用杂交育种、芽变选种、生态筛选
等措施选育出早熟风味浓、 晚熟抗裂
果新品种徽黄 2 号 、徽黄 3 号 、徽黄 4
号、金星和石河香蜜 5 个新品种。 ”目
前， 新品种繁育种苗推广应用 165 万
株，新增效益 1500 万元。

追求口感的前提是水果可以安全
放心食用。 围绕绿色增效，我省近年来
还着力推广绿色生产技术。 “通过集成

推广病虫害预测预报、 有机肥替代化
肥、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引导果农减
少农业投入品使用， 来提升水果产品
品质。 ”省农业农村厅一级主任科员曹
高飞说 ，2020 年全省水果绿色防控面
积为 197 万亩 ，全省水果 “三品 ”认证
面积达到 141 万亩，新增“地理标志产
品”8 个。

三产融合发展，拓
宽销售渠道， 提高经
济效益

同一棵果树，结出来的果子有大有
小、有早有迟。 想实现效益最大化，就要
“物尽其用”。

7 月 13 日，在滁州市南谯区珠龙镇
悠兰山·蓝莓谷生态园， 成片的蓝莓果
树围种在果园内，游人可在门口拿上篮
子、戴上草帽进去采摘；不远处的仓库，
一辆皖 A 牌照的货运车停在门口。

“果子分大小 ， 卖法自然也不一
样。 ”聊起生意经，生态园负责人梁冬梅
打开了话匣子，“游客来采摘，会摘走部
分熟透的大果。 剩下的大果及中等大小
的，我们自己采摘了装盒卖到市场。 再
小一些，可以开发成各种各样的蓝莓食
品。 ”蓝莓白酒、蓝莓干红、蓝莓果汁、蓝
莓干、 蓝莓酱……在生态园的销售区，
摆放着 10 余种蓝莓制品。 梁冬梅告诉
记者，前来采摘的游客常常会买一些蓝
莓制品带走。 “我们还在农家乐中开发
了蓝莓饼、羹、奶等系列蓝莓菜品，像蓝
莓饼、蓝莓羹已成了‘网红’菜肴，每年
销售额近 10 万元，把园内的蓝莓‘吃干
榨净’，变废为宝，附加值能得到三至五
倍的提升。 ”

全国经济作物调度平台统计数据
显示 ，2020 年 ， 我省水果加工总量
100.35 万吨，加工品营销额 93.69 亿元。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丰富了产品，这些
水果制品要如何卖出去， 真正提升效
益？ 靠的是拓宽农产品上行之路。

作为 “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
县”，近年来，砀山县以打造“中国水果
电商之都 ”为目标 ，走出了一条 “互联
网+”道路，直播带货在当地更是成为一
种常态化的销售手段。7 月 8 日，拼多多
“家乡好物直播”走进砀山，直播间里，
主播们现场品尝、试吃，向全国网友推
介砀山的酥梨、黄桃罐头等好物，吸引
了近 40 万网友观看、拼单。 据了解，截
至去年，砀山县委县政府重点实施“一
号梨园”工程，培育省级农村电商示范
镇 7 个、 省级农村电商重点品牌 6 个、
电商企业 1370 家， 全县水果年加工量
达到 60 万吨。

“我省充分发挥金融、电商、休闲农
业等产业引领作用，借助‘一县一特’产
业政策，积极开发精深加工产品和文化
旅游产品，推动以水果生产为基础的多
产业融合发展。 ”曹高飞说。

加大资金投入，做
好指导服务， 创建优
质品牌

滁州市南谯区珠龙镇北关村村民
肖家林在当地种植火龙果多年。 7 月 13
日，大棚里，仙人掌般的果树上挂着一
颗颗火红的果实，有几棵树上挂着的火
龙果却是黄色的，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是从以色列引进的新品种， 黄皮白
心，口感好。 第一批 10 多颗黄皮火龙果
已经被预定了。 ”肖家林说，自家 40 多
亩的种植园，种的基本上是常见的红心
火龙果，每斤能卖到 5 至 10 元，黄皮火
龙果每斤 25 元左右，因为种得少，一直
供不应求。

黄皮火龙果能卖出高价且不愁
销，为何不调品种？ 记者表示疑问。 肖
家林坦言， 一方面， 火龙果树苗价格
高，投入成本高，风险大；另一方面，大
面积改种后，能否卖得出去，自己难以
判断。

肖家林的担心是水果种植户的一
个缩影， 切实解决小农户的实际问题，
才能保证产业的持久发展。

加大资金投入，我省不少地方已积

极行动起来，如六安市在中部江淮分水
岭地区全力打造 “江淮果岭”， 出台了
《关于全面推进 “江淮果岭” 建设的意
见》， 市级财政每年安排 1000 万元，县
区配套安排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专项
资金，着力将“江淮果岭”打造成绿色生
态岭、产业发展岭、休闲旅游岭、科技智
慧岭、富民增收岭。

农产品具有极强的周期性 ， 市场
反馈信息往往滞后。 尤其对小农户而
言， 预测市场行情的手段和风险管控
的意识相对匮乏。曹高飞告诉记者，做
好指导服务，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坚持
以绿色发展和提质增效为导向， 加大
水果产业新品种 、新技术 、新设备 、新
工艺的研发 、转化 、引进 、推广和应用
的力度， 不断提高科技对特色产业的
贡献率。 “同时，开展生产环节针对性
技术培训， 不断提升特色农业从业人
员的生产技术水平， 加强对水果产业
田间生产的指导、 防灾抗灾和灾后恢
复的科技服务。 ”

如今， 我省逐步形成了淮河以北
落叶果树区、江淮都市果树区、沿江高
效果树区、皖南常绿果树区以及皖南、
皖西山地果树区等“五大果树产区”的
发展布局。让“皖果果”闯出大市场，省
农业农村厅正加快推动优质品牌创
建。 建设溯源制度，实现水果“产地准
出”和“市场准入”的有效衔接，确保产
品质量可控、 可追溯； 推动水果精品
化 、品牌化 ，不断提高特色产业 “三品
一标”数量，力争创建一批高精尖水果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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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手机 App广告回归“正轨”

■ 朱卓

打开手机 App 却弹出广告界面，关闭按
钮不是太小就是找不着 ； 想安装使用某
App，就必须向其开放手机访问权限；不小心
点到 App 弹出的“窗口”进入第三方广告页
面，立刻接到相关产品推销电话……防不胜
防“跳出”的广告，以及“猖狂”的信息窃取，
一些 App 已经严重侵犯手机用户合法权益。

随着数字化和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 ，
App 在架数量和用户规模持续扩大，解决信

息安全问题刻不容缓。 部分 App 以广告变现
为主要盈利模式， 受高额广告利润诱惑，逼
迫用户授权，违法投放广告，诱导用户点击，
甚至频繁收集与其提供服务无关的用户信

息， 未经同意使用和泄露用户信息。 7 月 12
日，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发布《关于下架
侵害用户权益 App 名单的通报》， 共下架 48
款侵害用户权益的手机 App。 工信部数据显
示，今年二季度，开屏弹窗信息用户投诉举
报数量环比下降 50%， 误导用户点击跳转第
三方页面问题同比下降 80%。 整治行动取得

明显成效，但还有部分 App 出现广告乱象复
现现象，仍需深入治理。

要实现手机 App 广告规范化、治理长效
化，要从执法力度、技术水平和用户维权等
多方面综合发力，斩断“病根”。 首先，对恶意
发布手机 App 广告等行为要严厉打击。 互联
网广告相关的多项规范性文件已有发布，对
于广告呈现形式、呈现内容、信息获取种类
和途径不当的 App， 执法部门要做到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绝不纵容。 提高违规成本倒逼
其遵规守法。 对反复出现违法行为的“顽固

分子”，考虑将其纳入黑名单，取消其广告发
布资格。 其次，有关部门应积极利用技术手
段，提高技术监测水平。 手机 App 广告包括
开屏广告、插屏广告、弹窗广告等复杂多样
的投放方式，部分平台利用技术手段，强化
广告设置。 相关部门要基于数据分析，及时、
精准识别违法行为，并推动手机 App 平台开
发广告过滤及屏蔽工具，强化广告弹窗过滤
等技术手段，开启广告过滤选项，规范“一键
关闭”功能，让手机用户“想关闭就能关闭”。
再次， 应畅通用户投诉渠道， 完善手机 App
广告侵权救济机制，为被侵权用户提供救济
服务，为消费者维权设立最后一道“屏障”。

治理手机 App 广告“关闭难”工作还需
持续推进。 监管执法要到位，规范整顿要从
严，技术手段要跟进，打“组合拳”，有效治理
手机 App 广告顽疾， 还广大用户一个安全、
有序的网络环境。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水库，是防汛抗旱的“利器”，尤其在汛期发挥了拦洪错峰的
关键作用。 近日，我省出台《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
方案》， 提出了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方
案。 我省将通过政策支持、完善责任制、加强管理信息化等手段，
科学管护水库，保障水库“健康”，确保这项重要水利工程发挥关
键作用。

完善支持政策，是《方案》首先提出的要求。 在大中型水库方
面，《方案》规定，对已纳入防汛抗旱提升规划等符合中央投资补
助条件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按规定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省财
政按照总投资的 20%补助，剩余部分由市县财政承担；在小型水
库方面，除险加固资金实行单座定额控制、县级总体平衡。 纳入
国家补助范围的病险小型水库， 除险加固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
和市县资金；未纳入国家补助范围的病险小型水库，除险加固资
金来源为省财政和市县资金，省财政补助 50%。 市、县人民政府
要统筹财政预算资金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保障小型水库除
险加固、维修养护及雨水情测报和安全监测设施建设。

病险水库不仅不能发挥好作用，还具有安全隐患，针对水库
的除险加固，《方案》 提出推动水库除险加固加快实施。 具体来
说，包括制定水库安全鉴定计划，按照规定时限和程序开展安全
鉴定，提高鉴定成果质量；编制“十四五”大中型、小型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实施方案以及分年度实施计划。 对功能萎缩、 规模减
少、除险加固技术不可行或经济不合理的水库，按照评估论证、
审核批复、组织实施、验收等基本程序实施降等或报废，办理注
册信息变更或注销手续， 并同步解决好生态保护和修复等相关
问题。

信息化，可大大提升水库管理效率，信息化管理，也是 《方
案》的一大“关键词”。 《方案》提到，建立健全安徽省水库安全运
行监测系统， 水库管理单位和主管部门要强化监测数据分析研
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完善全省水库运行管理信息系统，做好
与水利部信息平台对接，建立统一的水库管理信息填报、审核、
更新机制， 实现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等全过程信息动态管
理。因地制宜推广应用新技术，将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
术应用于大坝安全监测的信息采集、传输与数据分析等。

此外，《方案》进一步明确了管理、监督、问责的责任制。 比如
明确提出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
则，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所属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负责，
开展隐患排查，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理，避免水库“久病成险”；
针对问责机制，《方案》提出，持续开展水库专项检查、暗访督查、
稽察督导和质量巡检， 督促有关地方依法依规对发现的问题及
时进行整改并上报整改结果， 对落实不力的责任单位和相关人
员实施责任追究。

另据了解，《方案》还明确了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的“路
线图”。 其中提到，到今年底前，完成 2020 年已到安全鉴定期限
1541 座水库的安全鉴定任务；对鉴定为病险水库的，抓紧实施除
险加固。 2022 年底前，积极探索推行小型水库管护专业化。 2025
年底前， 全部完成 2020 年前已鉴定的 17 座中型、204 座小型病
险水库和 2020 年已到安全鉴定期限、经鉴定后新增病险水库的
除险加固任务。

我省出台 《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
行管护工作方案》———

种出好果子，过上好日子

“四送一服”助企业解忧难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没想到‘四送一服’办效率这么高。 ”近日，利辛县“四送一
服”办回访时，利辛县鸿坤美思家具有限公司负责人卿小军高兴
地说。

日前，利辛县王市镇工作人员在开展“四送一服”走访活动
中，卿小军反映企业生产经营产生较多垃圾，但公司没有专门的
清运工具；另外，近期天气温度较高，公司有大量木制品，安全生
产问题又给企业造成了困扰。 了解到企业遇到的这两个问题后，
王市镇“四送一服”办立即着手解决。

“我们及时与环保部门沟通，同垃圾清理公司进行了协商。又
联系安全生产部门，为企业对接消防器械，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
训。 ”王市镇副镇长宋飞说。

“没多久，便有专业人员上门清运垃圾，镇里还请安全生产部
门给我们培训，现场示教如何正确的使用消防器械。 现在我们公
司按照要求配备了灭火器， 员工也了解了安全生产应该注意什
么，消防器材怎么使用，生产经营放心多了。 ”卿小军连连对该县
“四送一服”工作表示感谢。

利辛县完善“四送一服”五层联络包保机制，将全县省重点项
目、省“四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重点外贸企业等纳入“四送
一服” 包保范围， 全县 14 个包保干部联络 60 家省重点项目、77
个包保干部联络 179 家省重点企业，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

今年 1 月至 6 月，利辛县“四送一服”办开展政策宣讲 115 场
次，参与企业 2268 家；走访调研企业 2786 家次，收办企业反映问
题 399 个。

同时，该县想企业所想，积极简化行政审批。 推行 7×24 小时
不打烊“随时办”服务，679 项行政许可类事项实现 100%全程网
办，行政审批事项承诺审批平均时限减至 1.41 个工作日；政府、
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时间分别压减至 70 个、55 个工作日； 企业开
办 6 个环节实现全流程 1 日办结。 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累计减
免退企业税费 3.42 亿余元。 积极开展融资成本压降行动，累计发
放企业信用贷款 5.35 亿元、企业展期贷款 3316.6 万元，全县普惠
小微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普遍下降 5%左右。

科学管护水库
发挥防汛“利器”作用

7 月 13 日，滁州市南谯区珠龙镇北关村村民在采摘火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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