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州“宝妈生产线”关怀一线女工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今年以来，宿

州市现代制鞋产业城深入推进 “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协调相关企业为有
孩子的年轻女工开设 “宝妈岗”“宝妈生
产线”， 采用专属的用工方法和考勤模
式，解决这类女工的实际问题。 目前，宿
州市现代制鞋产业城已有超过 300 名女
工走上“宝妈岗”“宝妈生产线”。

据宿州市现代制鞋产业城管委会
工作人员介绍，“宝妈岗”“宝妈生产线”

实行弹性工作制， 推迟上午上班时间，
提早下午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给有孩
子的年轻女工留有充足的时间照顾家
庭，实现工作、家务两不误，让已婚已育
女工可以安心就业，从而使企业稳定生
产有保障。

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 调整优化上
班时间点之后，“宝妈岗”“宝妈生产线”
的整体工作效率、 产能与原先相比大体
上持平，基本可以保证生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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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保姆”助力田增效
■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本报通讯员 刘宁

“现在实行全程农机化服务 ，我们
种田大有奔头了。 ”8 月 30 日，在天长市
冶山镇高巷村种植大户陈宏平的承包
地里 ，大型收割机来往穿梭 ，正在收割
早秋稻。

陈宏平 3 年前就在高巷村承包了
380 亩土地种植优质水稻。 去年，他在该
村追加流转土地 300 亩后， 今年又从该
市广陵街道长亭村流转 500 多亩高标准
水田，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短短几年时间， 陈宏平的农场种植

面积直线攀升， 一下子扩大到 1180 多
亩。面对如此大的规模，陈宏平的种田底
气来自哪里?

“关键是有了农机‘保姆式’全程服
务，为我种田做坚强后盾。 ”陈宏平信心
满满地说。 他所说的农机“保姆式”全程
服务， 是活跃在当地的 20 多个农机、农
事专业服务合作经济组织。

去年，他承包的土地午秋两季获得
大丰收，全凭农业机械化帮忙。 尝到甜
头后，他今年又与天长市芦龙农事服务
专业合作社签订农机 “一条龙 ”农事服
务合同，将所有土地交给专业队伍进行
深耕。

从 2013 年开始，天长市鼓励并推动
农机、农事服务合作经济组织转型升级，
开展代耕 、代种 、统防统治 、代收 、代烘
干、代仓储等农机化全程服务。

“有了农机专业队伍的贴心服务，我
们的规模种田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省时
省心，还能节省不少钱。 ”陈宏平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如果采用传统种植方式，要
210元/亩的成本， 而采用机耕只需 120
元/亩，减少成本支出 90 元。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高效率
的全程‘保姆式’机械作业服务，可为老
陈今年流转的 1180 亩土地节约成本支
出 37 万余元。 ”天长市农机管理服务中

心主任杨青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天长市近年来大力推

广农业机械化， 积极引导全市农机、农
事合作组织腾出手脚开展农业机械社
会化服务，并通过农机社会化服务和农
机操作手培训，提高农业机械化整体水
平 ，充分发挥土地效益 ，促进农民种粮
增收。

“今年，天长市已完成各类作物机耕
面积 156 万亩，机插、机播、机收面积达
到 134.16 万亩，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达
86%，较上年提高了 12.3%，为农户增收
节支 1.76 亿元。 ”杨青说。

8 月 31 日，夜幕下的芜湖市弋江区松鼠小镇绚丽夺目，成为游客和当地市民休闲娱乐新去处。松鼠小镇占地
247.5 亩，是一座集产业、文化、旅游、商业为一体的跨界主题娱乐综合体，2019 年入选安徽省第二批特色小镇项
目。 今年以来，已接待游客 120 万人次。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特色小镇有看头

淮南1-7月5G产业链企业产值同比翻番
本报讯（记者 柏松）日前，淮河能源

煤业公司顾桥矿、 张集矿井下综合采煤
面工作人员与地面人员通过 5G 网络完
成首次高清语音通话、首次视频通话。全
省首个 5G 煤矿井下专网在淮南建成投
用。今年 1 月至 7 月，淮南市 23 家 5G 产
业链企业共实现产值 12.1 亿元，同比增
长 108.8%。

淮南市大力推进 5G 在工业领域的
应用，以工业互联网带动数字化转型，打
造工业互联网高地。 该市重点加快推进
城市网络建设， 积极推进企业内网改造
升级，对工业现场“哑设备”进行网络互
联能力改造， 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提供基础支撑。 1 月至 7 月，完成 5G 基
站建设 520 个， 累计建设基站 1899 个，

实现重点产业园区全覆盖。
淮南市不断夯实 5G 产业发展基

础， 重点推进蓝讯电子 LTCC 封装滤波
器、 蓝煜电子 5G 移动通信基站天馈系
统、电子八所高端光缆组件等项目建设，
持续推进新型显示产业建链补链。 1 月
至 7 月， 该市新型显示产业已建成投产
项目 8 个， 在建项目 6 个。 该市聚焦煤
矿 、煤化 、制造企业等领域 ，开展 5G 网
络赋能行动，联合行业上下游、产学研力
量，集中优质资源开展联合攻关，推动工
业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 通过
5G、边缘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建设“5G+
物联网”智慧平台，加快推进 5G 安全专
网和人车智能定位应用、5G 智慧矿山等
项目建设。

安庆选定30个村试点村庄规划编制
本报讯（记者 陈成）日前，《安庆市

村庄规划三年行动（2021-2023 年）实施
方案》正式发布，该市 30 个村被选定为
村庄规划编制试点， 其中包括 9 个市级
试点村、21 个县级试点村。

根据《方案》，安庆市今年底前要完
成试点村的村庄规划编制和审批， 完善
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的村庄分类和布
局，将村庄分类细化到自然村；明年底前
要完成集聚提升类及有条件有需求村的
村庄规划编制和审批， 并依据村庄规划
实施规划许可和用途管制；2023 年底前
要完成其他应编村的村庄规划编制和审
批，建立“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
指标+分区准入”用途管制制度并实施。

安庆市村庄规划将按照完善村庄分

类布局、准备基础数据图件、推进村庄试
点工作、 开展有条件有需求村庄选点工
作、报批规划、规划实施 6 个步骤依次进
行。其中，推进村庄试点工作要结合全域
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美丽
乡村建设等方面综合开展； 开展有条件
有需求村庄选点工作要按照连线成面，
聚成规模的要求， 尽量选择重要交通网
络经过的村庄， 确保示范带上的精品村
连成线、连成片；村庄规划报批前需在村
内公示 30 日，报批时需附有村委会审议
意见和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
决议；规划实施时必须按照“先规划后建
设、不规划不建设”的要求，严格实施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