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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实施产业链链长制 打造区域特色品牌

宣城力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敬波）记者 8 月 25

日从宣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该市实施
绿色食品产业链链长制， 打造区域特色
品牌，开展绿色食品原料基地建设固链、
绿色食品加工提档升级强链、 绿色食品
产业融合补链“三大行动”，积极推进绿
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 1 月至 7
月，宣城市绿色食品产业总产值达 297.7
亿元， 规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累计同比
增长 26.2%，全省排名第 2位。

绿色食品产业是宣城市十大特色产
业之一。今年，该市突出特色产业优势，不
断推动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建设。 一方面，
不断稳定粮食生产，扎实推进茶产业提质
增效，该市粮食种植面积 328.62万亩；春
茶产量 1.29 万吨，同比增长 3.20%；春茶

农业产值 29.53亿元， 同比增长 18.52%。
另一方面，推进生猪稳产保供，改造升级
原有规模猪场， 已完工 19个新改扩建生
猪规模养殖场项目。 同时，实施水产绿色
健康养殖“五大行动”，该市稻渔综合种养
总面积 25.2万亩，新增 0.44万亩。

为加快绿色食品加工产业提档升
级，宣城市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该
市“两县、一园、两企、一项目、四品牌”入
选全省农产品加工业“五个一批”工程。
截至 7 月底， 该市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321 家，新增规上农业企业 17 家。 同时，
实施长三角绿色农产品宣城生产加工供
应基地行动计划，23 家主体销往沪苏浙
地区农副产品达 274 亿元。同时，大力开
展“双招双引”工作，围绕绿色食品产业

重点项目，组建“千企升级”、双百“新开
工”项目库，实行领导联系、月调度工作
制， 强力推进绿色食品重点项目按时序
推进。 2021 年绿色食品企业实施技改项
目 8 个，总投资 3.83 亿元；新开工项目 2
个，总投资 1.64 亿元；新投产项目 5 个，
总投资 24.1 亿元。

宣城市大力打造“生态宣城 绿色产
品”区域特色品牌，推进食品产业融合发
展。今年上半年，该市新增“三品一标”产
品数 18 个，全市共有 327 家 531 个 “三
品一标”产品。该市成功创建全国绿色食
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7 个、 全国有机
农业（茶叶）示范基地 1 个，上报广德黄
金芽、宁国山核桃、旌德灵芝等品牌争创
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同时，大力推

进信息进村入户、“互联网+”农产品出村
进城、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全市建设村级
益农信息社 736 个。今年上半年，宣城市
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企业 371 家， 网上
交易额达 22亿元，同比增长 20%。

·编后·
近年来，各地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加

快，但仍存在龙头企业带动力和区域特
色品牌影响力不足等薄弱环节。 宣城市
变抓生产为抓链条 ， 变抓产品为抓产
业 ，加快构建龙头企业引领 、合作社和
家庭农场跟进、小农户参与的绿色食品
产业主体“雁阵”，加快推动农业价值链
向中高端跃升，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
值收益。

8月 26 日，吴香山中医外科
流派工作室在安医大四附院南

区中西医结合全周期健康管理

中心正式挂牌。该工作室是全省
第一批 25 个流派传承工作室之
一。吴兰朝是华佗弟子吴普的第
25 代传人，其祖父吴香山是中医
名医。 近年来，他将祖传医术秘
方———消肿散膏药完整地应用

于外科临床，并积极传承流派特
色，帮助更多年轻医师掌握传统
中医诊疗技术。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省中医药学术流派
传承工作室挂牌

转型升级 养老服务更贴心
■ 本报记者 袁野

记者近日来到霍山县但家庙镇
胡大桥村，经过测量体温、查看安康
码之后， 走进了位于该村的但家庙
镇养老服务中心。

庭院不大，在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的精心打理下 ，环境幽静 、干净
整洁 ，院内老人或三三两两唠嗑 、
或坐在活动室里看戏 ， 生活悠然
自得 ，一派其乐融融的 “夕阳红 ”
景象。

但家庙镇养老服务中心原本
是该镇敬老院，由闲置的小学校舍
改建而成 。 全镇特困供养对象有
100 余人， 起初愿意住进敬老院的
不到 20 人。

“敬老院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服
务水平跟不上，老人们当然不愿意

来住。 ”但家庙镇党委书记储著时
告诉记者。 因为财政投入有限，敬
老院的服务水平一直以来比较落
后，工作人员数量少、年龄大、业务
能力缺失，仅能勉强照顾老人的起
居饮食。

2020年，但家庙镇开始尝试养老
供养机构“公建民营”转型，引进专业
化养老服务团队，实行政府兜底和有
偿养老并举模式，多元化满足不同群
体老人的养老需求，提升敬老院管理
服务水平。

该镇出资 230 余万元对敬老院
基础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按照“住
宿宾馆化、环境园林化”的标准，在
房间内添置了空调、液晶电视，独立
卫生间内新增老年人防护设施，院
内建起了小公园， 安装了健身活动
器材。 改造后，敬老院成了花园式的

养老服务中心。 今年 7 月 1 日进驻
的兴林壹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则提
供了更加专业的养老服务， 不仅为
老人们提供健康的膳食搭配、 定期
的健康检查， 还每天带领老人们做
早操、玩游戏、看电影，组织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

“我在这里住了 13 年，以前敬
老院只是给咱们一个住处。 但现在
可不一样了，卫生干净了不说，服务
也周到多了。我不吃荤，原来在敬老
院我只能天天自己做饭自己吃，现
在这里的厨师每天都会单独为我准
备一份全素食 ， 我感到特别的温
暖。 ”79 岁的“老五保”倪克林说起
现在生活的变化，竖起了大拇指。

储著时告诉记者， 通过转型升
级， 如今也有社会上的老人选择在
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中心颐养天年。

背包上门 医保服务零距离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郑兆双 常开胜

“知道你们要来，没想到来这么
早。 ”8 月 23 日一大早，凤台县朱马
店镇康圩村党支部书记刘强迎来了
医保推广员。

“来早一点可以多跑几户，多推
广一人，群众办事就少跑一趟。 ”由
国家医保局认证授权的第三方工作
人员李玉，一到村部就开始发放医
保电子凭证激活宣传折页和流程宣
传单。

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凤台县
针对农村特殊群众， 优化服务措施，
使用便携式移动服务终端，推行“背
包客”上门服务，将医保服务送上门，
让更多的参保人员享受快捷、方便的
医保服务。

退休教师老康询问工作人

员 ：“激活医保电子凭证能有什么
用处？ ”

李玉如数家珍 ：“可以线上查
询缴费、个人账户支出以及医院挂
号、药店买药、定点医院查询等，只
要有一部手机，医保全套服务都能
搞定。 ”

“康大爷，您的医保电子凭证激
活了，您看看用着可顺手。”说话间，
李玉把手机递给了老康。

“真方便 ， 昨天在药店买的
药 ，这里都有记录了 。 ”老康乐呵
呵地说。

凤台县医保局在协助参保人
员办理医保电子凭证的同时，也为
他们讲解医保电子凭证的使用方
法。 针对不会操作智能手机或尚未
配备智能手机的老人、小孩等特殊
人员，工作人员积极协助办理医保
电子凭证。

“康老师是退休教师，每月都有
医保个人账户收入， 我这老农民激
活那凭证有啥用？”同村村民马登仙
接过话茬，“激活过后每月是不是也
给我打钱？ ”

“马大爷， 您说的那是城镇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咱们农村居民参
加的都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是没有个人账户的。 ”工作人员连
忙解释道 ，“这个医保电子凭证激
活后，在国内一些大医院看病都可
以联网结算，看病再也不需垫付很
大一笔钱。 ”

短短一上午， 康圩村就激活了
200 多个医保电子凭证。

记者了解到， 凤台县正在凤台
经开区以及 16 个乡镇 213 个村 38
个社区， 加快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使
用推进工作，真正做到“一码在手、
医保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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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眼护眼要做到“123”

据新华社电（记者 田晓航）临近开学，北
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助理、 主治医师杨治坤
提醒，儿童、青少年应注重日常学习、生活中
的小细节，做到爱眼护眼“123”，努力预防近
视的发生和发展。

杨治坤说，“1”是指每半年一次验光与眼
部检查， 及时的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眼部相关
问题；同时建立包含视力、验光、眼轴眼底等
的屈光发育档案， 以监测近视发生、 发展趋
势，进而早干预、早控制。

“2”是指每天自然光下户外活动 2 小时。
杨治坤说， 孩子们应自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
惯，并且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时间。 “每天看
视屏累计时长不宜超过 1 小时，年龄越小，看
视屏时间宜越短， 学龄前儿童最好控制在每
次 20 分钟以内。 ”

“3”是指读写姿势注意 3 个 “一 ”：胸与
桌子间隔一拳，眼睛与书本距离一尺 ，握笔
手指要与笔尖距离一寸。 杨治坤说，近距离
读写 20 分钟，要看 20 英尺（6 米）以上远距
离目标至少 20 秒。

杨治坤提醒，已经发生近视的儿童、青少
年，除了铭记上述要点，还可根据近视度数、
眼轴等数据的变化选择适合的治疗方法。

制度创新需要执行到位
赵文君

国务院近日公布的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把畅通市场准入作为激

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

首要环节，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不断为
企业“松绑”，进一步激发我国亿户市场
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

条例着眼于市场主体的全生命

周期 ，通过便利登记注册 、厘清证照
关系和加强信用监管的一系列改革

举措 ，对市场主体登记管理制度进行
系统性改革 。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 ，但
徒法不足以自行 ，要充分发挥条例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实践中
确保执行到位 ，还需落实落细多方面
的政策措施。

眼下，正处在条例从公布到施行的
过渡期，有关部门要抓住时机，聚焦企
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难点堵点 “啃硬

骨头”，研究名称、住所、
经营范围等有关登记的

具体规定， 将市场准入
的自主权交还给企业 ，

持续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 深入
推进“证照分离 ”改革 ，解决市场主体
“准入不准营”问题；通过全程电子化改
革，解决现场跑腿“过程繁”的问题；对
于新增的歇业制度等， 需要尽快制定
操作规则， 最大限度将条例的制度创
新落到实处。

市场主体有活力， 市场经济有动
力。条例的出台彰显了围绕“放管服”改
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精神 ，要
通过精准施策，聚焦探索新模式、发展
新应用，让群众办事创业更方便、政务
服务更优质、政府监管更高效，为市场
主体发展壮大铺设快车道。

滁州南谯区高标准农田超 30万亩

本报讯 （记者 周连山 通讯员 董

超 周钟鸣）近年来，滁州市南谯区加大
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力度， 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绿色
高产高效示范基地， 扎实推进农业高
质量发展，保障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目
前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31.83 万亩。 2018
年以来， 全区累计建成省级粮食绿色
高产高效示范片 12个。

南谯区完善粮食生产奖补政策，开
展“非粮化”整治，努力扩大粮食播种面
积。 该区出台《南谯区农业产业发展资
金奖补办法》，订单种植面积 5000 亩以
上的大米或食品销售企业一次性奖补
可达 5 万元；订单面积每增加 1000 亩，

增加奖补 1.5 万元，最高奖补 20 万元。
截至目前， 该区规模种粮面积达 3.15
万亩 ，同比增长 30%；完成耕地 “非粮
化”整治 135 亩。该区扎实推动“藏粮于
技”战略，不断加大高产优质良种推广
应用，良种覆盖率 90%以上；大力推广
水稻侧深施肥、无人机施肥用药、叠盘
育秧等技术，促进粮食稳产高产。

该区还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耕地质量提升、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深挖粮食生产发展潜力。目前，南
谯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31.83 万亩，今
年计划新增高标准农田 4万亩、绿色高
效千亩示范片 2个，绿色粮食生产基地
扩大到 15 万亩。

砀山推进林业产业管理数字化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

艳龙）今年以来，砀山县积极推进管理
数字化， 开展数字化智能监测服务，助
力经济林产业高质量发展。

砀山县在“一号梨园”建成果园应
用气象站 1 套、 梨园高清实景系统 1
套， 布设了 20 个微型温湿度传感器，
实现了梨园温湿度立体化观测及梨园
实景在线感知； 应用高分卫星遥感数
据，实现了林果面积 、叶绿素含量 、净
初生产力及降温效应等林地生态指标
的动态监测； 在微信小程序上研发了
云上梨园平台， 实现了线上梨园实景
与小气候数据服务， 为经济林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依据经济林
产业特点与气象数据的融合应用 ，研

发了砀山梨主要气象灾害、 病虫害发
生监测预报、需冷量等气象服务，并依
托气象部门业务服务平台实现了相关
成果的集成应用； 利用惠农气象手机
应用、云上梨园平台，为广大农民生产
经营、 产品销售提供预报预警和资讯
信息服务。

该县还挖掘梨产业气候资源商业
价值，研发了砀山酥梨、油桃花期预报
模型及气候品质评价方法。基于气象监
测、预测数据综合分析，在春季提前对
砀山酥梨花期进行预报，并动态开展服
务，提升了砀山梨花节旅游产业气象保
障能力，为集梨花观赏、休闲娱乐、养生
度假、特色美丽乡村为一体的生态休闲
旅游目的地服务提供支撑。

近日，安庆供电公司运维人员在对石门湖航道激光预警装置进行日常维护。 为
防止船舶超高触碰航道上空输电线路， 安庆供电公司研发激光预警装置对通行水
道的船舶实施自动监测，发现超高风险可提前预警。

本报通讯员 胡晓延 摄

退役军人救起落井儿童

■ 本报记者 罗鑫

本报通讯员 王祖清

8月 19日，郎溪县姚村镇退役军人阳有义
勇救落井儿童的事迹，被当地群众传为美谈。

当日早晨，姚村镇四青村村民王鸣，带着
亲戚家的 4岁小男孩去姚村老街购物。 途经姚
村社区老伍队组时，小男孩跑到村巷里一个闲
置小院，一不小心掉进一口废弃的水井里。

井口直径约 60 厘米，井口离水面约 3 米，
井壁是用砖头垒起的，小男孩用两手死死抓住
井壁上的砖头棱角，竭力让小脑袋露出水面。

“快救人！快救人！小孩掉井里了。 ”王鸣
急切呼救。

此时， 去镇政府上班的阳有义骑电瓶车
经过这里，听见呼救后，径直奔向水井，脱掉
鞋子，双手撑着井沿，双脚扒住井壁凹凸处，
一步一步下探，直到小男孩落水位置。阳有义
俯身抓住没在水中的小男孩的胳膊， 再用力
托举起孩子。 闻讯赶来的群众一起将井里的
小男孩拉出。

记者了解到，废弃的“问题水井”已用砖头
和混凝土永久性封固，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淮北创新方式促进“双招双引”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吴

永生）今年以来，淮北市优化招商引资
项目服务，探索“基金+项目+招商”模
式，不断加大“双招双引”力度。 今年上
半年， 该市累计新签约协议投资 2000
万元以上工业项目 72个， 新开工招商
引资工业项目 43 个。

淮北市出台激发民营企业创业热
情成就企业家创意创新创造推进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加大对在该
市投资企业做大做强的支持服务力度，
按产业群链举办企业家创意沙龙，成功
引进协议投资 18亿元的诺讯智能制造
产业园、协议投资 5 亿元的银泰福智能
终端产业园等项目。

该市推出措施支持行业协会商会

在招商引资、 招才引智中更好发挥作
用，进一步调动在淮北市的企业和各类
行业协会、商会参与淮北经济发展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先后吸引京东智能产业
园、 天津电动车等 20 余个项目的客商
实地考察。

淮北市探索实施“基金+项目+招商”
新模式，建立健全“招商部门引荐项目、
基金管理团队考察项目”工作机制，利用
高新投新材料产业基金、 成长性中小企
业基金、 久有基金等 11只产业基金，采
取“基金+定增+直投”的投资模式，深度
参与主导产业项目洽谈、落地、建设和发
展，成功撬动和晶科技、新乡天力锂能
股份、天茂循环能源、明美锂电新能源
等行业领先科技型企业落户淮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