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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解民忧 实招纾企困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李曙

“白露 ”之后 ，铜陵市义安区天门
镇等地的铜陵白姜进入收获高峰期 ，
当地姜农趁着晴好天气忙着收获 、晾
晒、腌制。

“在农技专家指导下，我今年应用
大棚水肥一体化技术， 不仅节水节肥、
病害少，白姜还优质高产。这几天，专家
们又现场指导我如何选种留种、为来年
做准备，这服务真是及时贴心。 ”聆听了
专家现场指导后，天门镇姜农徐忠华高
兴地说。

天门镇位于铜陵白姜核心产区 ，
姜农众多。 据义安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倪建平介绍，当前是白姜收获关键期，
他们组织 20 余名农技专家，包片包点
指导姜农选择生长良好、 无病害的优
质白姜留种， 同时指导姜农姜企进行
优质姜加工。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安区扎

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
出“四进四问”“四强四解”工作法，通过
组织开展 “三级书记大走访”“进万户、
访千企”等活动，将有热度的民情民意
收集上来； 通过拟定实事项目任务、责
任、举措、时限“四张清单”，把有温度的
政策措施实施下去，将实事好事办到百
姓心坎上。

今年以来，该区围绕民生之急补齐
服务短板，将慢性病评审由原来一年 2
次增至一年 4 次； 优化社会救助流程，
将低保、 特困供养审批时限压缩至 20
个工作日以内； 针对群众就业难题，开
展“2+N”招聘会 55 场，开发就业见习岗
位 186 个 、公益岗位 403 个 ；开展农资
打假专项整治、农药化肥大排查大整治
等专项行动 10 余次， 确保农民群众用
上“放心种”“放心肥”“放心药”；建设了
金塔村日间照料中心、惠泉社区邻里中
心等一批服务场所， 方便了群众生活；
针对群众反映的顺安镇少数路段环境
问题，投入 100 余万元开展综合整治。

该区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开展
“送戏下乡 ”99 场 、 文艺下乡演出 12
场、大型广场文艺汇演 10 场、图片摄影
书画展 20 余次； 推出情景剧 《星火铜
陵》、黄梅歌《渡江精神永流传》等一批
文艺作品、融媒产品，开展巡演、展播，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补实民生短板，前
7 个月累计拨付民生工程资金 2.8 亿
元 ，31 项民生工程实施全面达到或超
过时序进度。

“您好，这是我们制作的‘营商环境
监督卡’，上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如果
发现我区党员干部或公职人员存在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或者违纪违法问
题，请随时向我们反映。 ”近日，义安区
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人员在
义安经开区走访企业时，向各企业负责
人均递上一张“营商环境监督卡”。

小小监督卡， 一面印着 10 项监督
内容，一面印着监督电话，方便随身携带
的同时，为企业铺设了一条廉政和效能
监督的“绿色通道”。截至目前，该区纪委

监委已向企业发放监督卡 100 余张。
此外，义安区在服务企业、“双招双

引”、项目建设等方面出实招、解难题、
谋实效，补齐发展短板，提升发展动力。
截至目前，该区各级帮扶干部累计走访
企业 729 户次， 开展政策宣讲 260 余
场，发放各类惠企政策资料 4200 余份。
线上通过“四送一服”平台为企业解决
问题 39 件、已办结 32 件；线下走访收
集企业问题 146 件、已办结 130 件。 针
对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放“税融通”贷
款 187 笔 2.1 亿元； 帮助 34 户企业办
理过桥续贷资金 38 笔， 涉及资金 4.82
亿元。 同时创新“红色跑办服务”制度，
累计为企业办理各类跑办事项 260 余
项，帮助招工 300 余人。 针对性破解企
业成长难题，前 7 个月，该区净增规上
企业 8 家，规上企业增至 104 家。

企业“专而精” 产业有活力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徐瑞成

“我们公司生产的勾勒笔 30%以
上是出口外销。 ”9 月 6 日，位于淮南
市毛集经济开发区的安徽勾勒工贸
有限公司内 ，企业负责人徐世辉告诉
记者。

行走在毛集经济开发区， 记者所
见所闻皆是工人忙碌的身影和机器的
隆隆声。 近年来，该区加大对优质特色
产业项目扶持力度， 引进和培育在细
分市场有竞争力的 “专而精 ”企业 ，提
升区域产业发展活力。

“刚接到一个 500 万个包装盒订

单 ，现在开足 6 条生产线 ，每天能生
产 15000 个 。 ”在安徽众联智能包装
有限公司 ，该公司负责人梁修春和质
检人员一边查验新产品质量 ，一边安
排近期的生产任务。

2020 年 10 月，安徽众联智能包装
落户毛集经济开发区， 一期投资 1000
万元，主要生产各类中高低档酒盒、精
品包装盒。

“精品包装盒虽然体量不大，但是
附加值很高，下半年订单已经排到了年
底。 ”已经做了 18 年环保型纸制品的梁
修春，在对外拓展业务上是把好手。

在淮南正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30 条先进流水线正在紧张运转。 记者

翻开企业上半年的出货记录， 每月生
产 400 万支左右的单体喇叭、200 万套
音箱，实现产值超 5000 万元。 企业负
责人王智新告诉记者， 该公司是专业
从事新型电子元器件、 计算机配套扬
声器、 液晶电视配套扬声器及其他电
声产品技术研发 、设计 、生产 、销售的
科技型企业， 与国内外许多知名企业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毛集经开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按
照主业突出 、板块联动 、优势互补 、特
色鲜明的产业布局， 该区正加快推进
先进制造产业园建设， 积极培育皖北
地区外经外贸新的增长点， 为推进高
质量发展集聚强劲动力。

科技助农 沃土生金
■ 本报记者 汪永安

9 月 2 日上午，在马鞍山市雨山区
九华村的蔬菜种植基地， 百亩连片的
小葱郁郁葱葱，长势喜人。 “在省农科
院土肥所专家的指导帮扶下， 我将田
块进行消毒处理， 就用一次他们送来
的配方肥料 ， 小葱亩产就达到 8400
斤，较之前增产 10%左右。 病虫害减轻
多了，品质也上了一个档次。 ”种植大
户马道山指着脚边即将采收上市的小
葱说。

九华村位于长江边，土壤疏松，是
典型的油沙土，适合小葱种植。 上世纪
90 年代， 该村根据自然条件及市场需
求，引进了抗病力强、市场价值较高的
小葱。通过示范带动，2000 年小葱种植
发展到 100 多户 300 多亩 。 “销售不
愁，南京、芜湖的商贩都开着冷藏车到
地头收购。 ”马道山告诉记者，由于近

30 年的种植，土壤养分失衡，土传病虫
害严重， 小葱从原来一年 3 茬减到 2
茬， 种植面积从 300 多亩减少到不足
200 亩 ，成本增加 ，产量减少 ，收入变
低，部分农户改种其他蔬菜，有些农户
甚至选择抛荒。

小葱种植曾是九华村的品牌产
业， 也是当地老百姓的重要收入来源
之一。 面对小葱产业发展困局，雨山区
农业农村水利局积极寻求解决办法 ，
请来了省农科院专家， 为九华村小葱
“把脉问诊”，解决土壤肥力、土传病虫
害问题。

2020年 7 月 ，省农科院派出由土
肥 、植保 、园艺等专家组成的技术团
队 ，针对制约九华小葱产业发展的一
系列问题展开技术指导与服务。 专家
们指导种植户进行土壤修复 ，降低小
葱连年种植而导致的轮作障碍 ；测定
土壤理化性状 ，进行精准科学配方施

肥 ，提高肥料利用率 ；选择高抗新品
种，提高小葱产量及品质。 “通过集成
小葱绿色优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基
地 小 葱 产 量 较 农 户 习 惯 施 肥 增 长
10%以上 ，化肥减施 20%以上 ，小葱
中的蛋白质 、总糖 、脂肪 、维生素 、膳
食纤维 、矿物质等营养物质含量均有
不同程度的提高 。 ”省农科院土肥所
实验室主任王家嘉介绍。

“今年基地小葱的亩产约 8400
斤，田间收购价一般在 2 元多一斤，市
场价在 5 元至 6 元一斤。 春季的时候
最高可以卖到 10 元左右，效益可观。 ”
雨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蒋双静表示 ，
下一步将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 ，
开展小葱基地的机械化轻简化栽培模
式研发， 进一步降低小葱生产的人工
成本，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并着力打
造“九华香葱 ”品牌 ，带动当地产业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

合肥空港保税物流中心
累计进出口额超 15 亿元

本报讯（记者 郑莉）记者 9 月 13 日
从合肥海关获悉， 合肥空港保税物流中
心（B 型）封关运行 3 年来，累计监管进
出口货值 15.63 亿元， 受理报关单 8530
份，征收税款 7900 万元，在全国纳入统
计的 87 家保税物流中心里居于中上游
水平。其中，今年 1 月至 8 月监管进出口
货值 4.68 亿元，同比增长 30.2%，受理报
关单 4200 份，同比增长 145.2%。

合肥空港保税物流中心依靠紧邻合
肥新桥机场的区位优势， 重点开展国际
集成电路保税备件服务， 吸引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竞相入驻。 合肥新桥机场海关

立足自身职能，紧密联系企业实际，支持
口岸加区域政策叠加落实运用， 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 使之成为更持久的竞争
力和生产力。

截至目前，共有 20 余家国内外知名
集成电路产业生产商、 供应链公司入驻
合肥空港保税物流中心使用仓库， 并将
生产原材料等在仓库内保税存储。 合肥
新桥机场海关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将继
续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加快海关便利措
施在区域落地生根， 助力提升物流中心
通关“能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首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李浩）9 月 12 日，安徽

省首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暨全国博士
后创新创业大赛预选赛初赛在合肥举行。

据悉，大赛共收到 236 个创新创业项
目，初赛以书面审阅材料的评审方式组织
实施。 经过 38名评委公平公正、科学规范
的书面评审，共有 96 个项目晋级复赛，其
中创新赛道 81 个项目，创业赛道 15 个项
目。 接下来的复赛、决赛将通过路演、现场

问答等方式进行，部分优秀项目将推荐参
加 2021年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

在比赛进行的同时，还将举行多场专
业培训对参赛项目进行“精雕细琢”。 决赛
后将举办博士后创新创业项目资本对接
会，创业投资机构、创业孵化机构、金融机
构等将与决赛选出的优秀博士后项目进
行面对面交流,促进技术供给与资本、产业
需求精准对接，推动产学研投深度融合。

中科大三名科学家获“科学探索奖”
本报讯 （记者 陈婉婉）9 月 13 日，

2021 年“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揭晓，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徐飞虎、朱晓波、秦礼萍
教授荣获“科学探索奖”。 其中，徐飞虎、
朱晓波教授斩获“数学物理学”奖项，秦
礼萍教授斩获“ 天文和地学”奖项。

“科学探索奖”是由腾讯基金会出资
支持、科学家主导的公益性奖项，是目前
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计划
之一。 该奖面向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
域， 奖励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全职工
作的 、45 周岁及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
者。 奖项每年遴选不超过 50 位获奖人，
每位获奖人将在 5 年内获得总计 300 万
元人民币的奖金，且可自由支配。

据悉，在今年奖项的提名、推荐、评
审过程中，有超过 800 位各国院士及 20
多所著名高校校长参与其中。 仅在提名
推荐阶段，就有 20 多位诺贝尔奖、图灵
奖、 菲尔兹奖等国际大奖得主参与，和
2020 年相比有很大增幅。 “这说明奖项
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它的信誉和声
望正在快速累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科学探索
奖”发起人潘建伟表示。

截至目前， 中科大已有 9 位科学家
获此荣誉。除今年获奖的 3 名科学家外，
其余 6 人分别是首届获奖者：陈宇翱、汪
毓明、陆朝阳；第二届获奖者：傅尧、徐集
贤、彭承志。

我省首个跨境电商网购保税
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投运

本报讯 （记者 郑莉）9 月 10 日，考
拉海购 40 件退货包裹陆续完成卡口登
记入区、分拣理货、退货申报、货物入仓
及上架销售等流程， 这标志着合肥经济
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网购保
税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正式投入运营，
这也是我省首个落地的跨境电商网购保
税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

“以前，退货包裹只能运至电商企业
在区外的仓库， 在区外进行分拣理货后
才能将符合二次销售的商品运送入区并
进行退货申报。现在，退货包裹直接由消
费者快递至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
税区内 ， 比原退货流程压缩 5 天至 10

天，减少因超过 30 天申报期限而无法完
成退货流程的情况。”退货中心仓负责人
杨国林经理介绍。

为更好地解决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企业的退货入区难
题，庐州海关完善退货流程、制订应急预
案、提前进行系统测试，积极推进退货中
心仓落地。 消费者退货包裹可以通过卡
口登记方式便捷入区， 在退货中心仓内
进行分拣、理货、退货申报、重新上架等
操作，实现集约化作业与合理监管，有效
地降低跨境电商企业经营成本并缩短整
体退货时间， 更进一步提升消费者购物
体验。

受“灿都”外围影响

江南地区有大到暴雨
本报讯（记者 史力）据省气象台

预报， 受今年第 14 号台风 “灿都”影
响， 预计 9 月 13 日至 16 日淮河以南
多阵雨或雷雨， 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
到大雨，局部暴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
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要防范强降雨可
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及皖南山区的山洪
和地质灾害；做好大风防御工作。

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 预计 16 日
前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 其中 14 日
至 15 日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局部
暴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
天气，同时沿江江南和江北东部平均风
力逐渐增大到 4级，阵风 8～9 级。 17 日
到 18 日淮北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
雨或雷雨。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19 日
前后我省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江北
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预计 14
日到 15 日江南中东部过程累计降水量
10～40毫米，宣城、池州东部和黄山中东
部 50～100 毫米， 其中宣城南部和黄山
北部 100～150 毫米；江淮之间南部和江
南西部 1～10毫米。 气象部门表示，未来
“灿都”路径预报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公
众要及时关注台风“灿都”的最新动态
和预报预警信息。

安
徽
省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会
成
立

本报讯（记者 范
克龙 ）9 月 12 日 ，安
徽省乡村振兴促进会
在合肥举行成 立 大
会。 安徽省乡村振兴
促进会的成立， 标志
着安徽省将增加一个
致力于乡村振兴理论
研究与创新实践的学
术交流平台。

安徽省乡村振兴
促进会是由安徽省农
业农村厅主管、 安徽
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的
社团组织， 会员来自
安徽省内致力于乡村
振兴研究与创新实践
的各类企业、 专家学
者、 乡村振兴一线的
从业人员。

“五化”联动谱新篇
———安徽推进乡村产业发展观察

本报讯 9 月 13 日 ，《农民日报 》头
版头条刊发 《“五化 ”联动谱新篇———
安徽推进乡村产业发展观察 》，报道安
徽在 “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全力推进
农业产业化 ， 正着力走出一条以土地
规模化 、组织企业化 、技术现代化 、经

营 市 场 化 、 服
务社会化为牵
引的 “五化 ”联
动道路 ， 奋力
推动安徽乡村
全面振兴 。

《农民日报》9 月 13 日头版头条刊发

9 月 13 日，亳州市谯
城区谯东镇闫窑村农民在
采收菊花。目前，亳州市菊
花种植面积 8 万多亩 ，鲜
菊花远销江苏 、 河南 、浙
江、上海等地，每亩可为农
民增收 5000 元左右。

本报通讯员 刘勤利 摄

近日，寿县堰口镇江黄村驻村工作队与村文明实践志愿者走访群众，了解村民
产业发展情况。 今年 6 月以来，淮南市第八批选派干部到村任职后，通过走访调研，
倾听民意，谋划产业发展项目，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特约摄影 陈彬

秋菊飘香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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