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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租车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梅 麟

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公众出游需求得到集中释放，自驾租车
市场热度空前。租车企业正迎来市场爆
发窗口期。

与驾驶私家车相比，租车可根据需
求选择合适车型， 无需考虑固定停车
位，综合用车成本较低。 在节日出行高
峰， 还可实现 “高铁/飞机+目的地租
车”的无缝对接，既免去高速公路拥堵
困扰，又可在旅游目的地说走就走。

据统计，我国现有汽车租赁相关企
业超 145 万家， 仅 2020 年就新增超 29
万家。 然而，仅有少数头部企业具备相
对完备的经营资质和覆盖全国的经营

网点，租车行业整体仍呈现企业规模较
小、服务质量无保障、事故赔偿责任模
糊等特点。 以某热门旅游景点为例，从
2020 年 6 月到 2021 年 6 月， 当地举报
平台受理租车纠纷超 4500 件， 押金不
退、高价陷阱等经营乱象丛生。对此，相
关部门应从源头抓起，健全市场准入机
制，坚持“先备案，后经营”，严格把关企
业经营资质；完善保险赔付标准，制定
突发情况应急响应预案，便于租赁双方
及时厘清责任，减少事故损失；加大执
法力度，打击黑车租赁敲诈勒索等违法
行为，清除行业违规经营弊端。

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让租车行业成
为资本青睐的对象。 眼下，不少互联网

企业正积极布局汽车金融，汽车融资租
赁成为汽车金融领域的“蓝海”。行业发
展离不开资本运作，但若资本野蛮生长
和无序扩张， 将破坏正常市场竞争环
境，形成少数玩家“唱独角戏”局面，损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近年来，网约车、共
享单车等行业多次有企业因实施垄断

行为遭到处罚。职能部门应借鉴其他行
业反垄断经验，在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入
局的同时，引导资本更好服务于行业健
康发展，谨防可能出现的垄断苗头。 对
滥用市场地位、 存在垄断嫌疑的企业，
应依照《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采
取约谈、限期整改、责令停业等措施，维
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A地租车，能否在 B地归还？消费者
临时想变更租车计划怎么办？ 新能源汽
车在高速公路上电量耗尽怎么办？ 实际
经营中， 能否充分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
求、适应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事关企业长
远未来。 相关企业可运用大数据分析等
手段，把握市场变化特点，及时调整现有
车辆库存，合理规划线下门店数量规模，
节约运营成本；科学开展市场调研，听取
用户反馈，有针对性地加大研发投入，解
决应用场景痛点，改善用户体验；坚持以
用户为中心， 始终将用户权益放在第一
位，保障用户租车放心、开心、省心，享受
高质量便捷出行体验。

山乡“新农人”的乡村振兴梦

■ 本报记者 罗宝

金秋时节，行走在滁州市南谯区西
部几个山区乡镇， 随处可见滁菊盛开、
瓜果飘香的丰收美景。近年来，一批“新
农人”返乡创业，这几个山区乡镇的土
地顿时成了“香饽饽”，不仅发展起一个
个特色产业，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带
动越来越多的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返乡建起“黄金果园”
10 月 9 日，记者走进位于南谯区大

柳镇曲亭村的金果梨园，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 1800 亩梨树。 一个个“黄金梨”挂
满枝头，中间还有红枫、紫薇等各类苗
木。梨园主人王忠正忙着招呼游客采摘，
并指挥员工收获、包装，发货到各地。

“今年这一片黄金梨签了 250 万公
斤电商订单， 品牌打出去了， 销路不
愁。 ”王忠告诉记者。

2012 年，32 岁的王忠返乡创业，注
册了大柳镇绚枫生态园林家庭农场，牵
头成立了良农金梨专业合作社，带着村
民一起搞起了黄金梨种植， 并套种滁
菊、西瓜、玉米、红薯等作物。开荒栽树、
挑水施肥， 王忠终于迎来田间果香四
溢，荒田变成了沃土。截至目前，他一共
流转土地 3000 多亩，吸纳当地村民 70
人在果园就业，带动附近 300 多户村民
增收。

前几年，当地部分农民家中种植的
大量花生和油菜籽滞销，王忠主动联系
收购，并将油菜籽榨油分装，花生部分
重新包装，部分榨成花生油分装，在良
农金梨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展销中心出
售，解决了当地农产品滞销难题。

“我正着手搞农产品深加工，做成
梨汁膏产品，提高附加值，并发展农业
观光旅游，同时代售生态大米、香菇、滁
菊、葛根等当地特色农产品，为家乡发
展多作贡献。 ”王忠说。

父女携手振兴滁菊

在位于大柳镇的安徽盛柳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1200 平方米的农产品烘
干仓储厂房已完成设备安装、 调试，等
待即将开始的滁菊鲜花入库烘干。

“过去采取的硫磺熏干、微波杀青
等方式容易造成营养元素流失、颜色不
正、残留超标等问题，烘干则解决了这
些问题，保证滁菊品质不降。 ”公司负责
人刘铭璇告诉记者。烘干仓储厂房是公
司与曲亭村的“村企联建”项目，总投资
近 300 万元，该项目能有效提高大柳镇
及周边地区滁菊生产、加工、仓储和销
售能力，每年增加曲亭村集体经济收入
5 万元以上，带动群众就业近 40 人。

1996 年出生的刘铭璇是土生土长
的大柳镇人，父亲刘国斌是一名扎根基
层多年的农技推广员。 2019 年从安徽
农业大学毕业后，刘铭璇在家人的支持
下决定回乡创业。滁菊是滁州地方特色
农产品，但多年来种植规模和效益一直
难有大的突破。父亲懂栽培、有经验，女

儿懂科技、有市场，父女俩于是成立公
司，通过土地流转、与农户签订收购合
同等方式， 当年种了 150 多亩滁菊，与
省内科研院校、 农业科技公司合作，指
导农户根据自然条件调整种植方式，运
用科技手段提高滁菊含硒量，并改进农
产品加工工艺、加强包装宣传，开发的
富硒大米、富硒滁菊很快获得了市场认
可。此外，通过与邮储集团、京东滁州特
色产品馆和南京浦口区粮食销售企业
等单位签订合同， 并建立电商销售平
台，实现“产加销”全产业链农业发展模
式， 带动 10 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50
多户农户实现增收。

今年，刘铭璇又流转土地 600 多亩
种植滁菊， 并带动周边 30 多户种植滁
菊 1000 多亩 ， 预计每亩纯收入达到
4000 元。

“我打算按照高标准打造滁州地区
最大的滁菊生产基地，并研发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滁菊精油、滁菊蒸汽眼罩等
高附加值的新型功能产品，做强做大滁
菊一二三产业。 ”刘铭璇说。

村企联建带富一方

在南谯区章广镇元松村精品水果园
的葡萄园，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从叶缝
间垂下，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包装。

“今年是个好年景，阳光充足，葡萄
大丰收，预计今年 50 亩葡萄产量 12 万
余斤。日本晴王、澳洲蓝宝石、浪漫红颜
这几个新品种，在长三角城市卖得特别
火。 ”元松村党总支书记张开峰高兴地
对记者说，村企联建，不仅壮大了集体

经济， 还带动周边 100 多人就地就业，
月均工资 3000 元左右。

元松村地处江淮分水岭偏远山区，
村集体曾负债 100 万元。 2018 年，章广
镇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 整出了一片
“沃野”。 此时，在外创业的元松村村民
张明正有意愿回乡投资，带动家乡发展
和群众致富。 村企一拍即合。 2019 年，
滁州煜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式
成立， 该公司筛选种植突尼斯软籽石
榴、新西兰猕猴桃、法国西梅等新品种，
在元松村打造现代农业 （精品水果）产
业园。 目前，公司已流转土地 1100 亩，
总投资 1.05 亿元，提供了 300 多个就业
岗位。其中，村企共同建设的 50 亩葡萄
园 3 年来已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100 多
万元。

“以前我在家种水稻，一年忙到头
挣不了几个钱。 现在到种植园干活，一
年能挣三四万元，家里也脱贫了。 ”村民
张方年说。

元松村还在产业园周边修缮水泥
路，保证管护房、电力架设，镇村干部主
动帮助抗旱保苗，同时成立村企联合党
支部， 派两名工作人员长驻企业办公，
收集需求，为企业解难题。 有了支柱产
业，村里结合宅基地改革，将农户闲置
宅基地复垦后流转给企业扩大规模，村
民则集中住进安置区的一栋栋小洋房。

“退出宅基地不仅有 1万元补偿，老
房子还换成了新房子，感觉一下子从乡
下人变成了城里人，不少城里人想买或
者租我们的房子， 咱农村现在 ‘吃香’
喽！ ”村民春正怀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蚌埠民用机场可研报告获批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记者从省发

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批
复了蚌埠民用机场可行性研究报告，为
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打下重要基础。

据悉， 蚌埠民用机场为国内支线
机场， 本期工程按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95 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 5000 吨设计，
飞行区等级指标 4C。主要建设内容为：
新建一条长 2600 米跑道 、1.2 万平方
米航站楼、11 个站坪机位，配套建设空

管、供电、供水、供油等辅助设施。 项目
总投资 13 亿元。

据介绍，建设蚌埠民用机场，对完
善我省“一枢十支”民用运输机场布局，
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皖北
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积极配合
蚌埠市，加强与国家有关方面的沟通衔
接，抓紧开展机场后续相关工作，力争
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念好“养鱼经” 实现致富梦

■ 本报通讯员 张坤

本报记者 安耀武

近日，记者走进界首市舒庄镇舒庄
村韦一家庭农场的养鱼基地，几名垂钓
者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等待起竿瞬
间的那份喜悦。

“这片 200亩的鱼塘是我 2015年从
村里承包的，主要养殖花鲢、白鲢、草鱼、
鳜鱼等。 ”养鱼基地负责人杨振山说。

今年 50 多岁的杨振山早年在外地
务工， 掌握了一定的水产养殖技术，返
乡创业后， 发展养鱼并开发垂钓业务，
逐渐成为当地有名的富裕户。

“养鱼并非一帆风顺，也曾出现过
不明原因死鱼等问题。但多亏了界首市
水产局的帮助，让我一次次渡过难关。”
杨振山告诉记者。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杨振山熟练
地掌握了各种鱼的养殖和病菌防治技
术，创业取得明显成效。

“秋季是鱼儿生长的旺季，要保持

水体‘肥、活 、嫩 、爽 ’，需勤增氧 ，使用
增氧机给池塘每天增一次氧， 要降低
水体酸度，保证给鱼提供合适的 pH 值
环境……”谈起“养鱼经”，杨振山滔滔
不绝。 去年，他的鱼塘亩均销售收入达
8000 元，每亩纯利润在 4000 元以上。

为了增加基地收入， 提高鱼塘效
益，杨振山又瞄准了钓鱼市场，建起了
垂钓中心。因为水质清，鱼的品质好，垂
钓爱好者慕名而来，杨振山的垂钓中心
经营得红红火火。

“每斤鱼的价格是 15 块钱，每天都
有十几个人到我这里垂钓，这样每年又
能增收 20 万元。 ”杨振山笑着说。

在自己成功创业的同时， 杨振山
还积极吸纳周边村庄弱劳力在基地稳
定就业。 村民杨振远曾是杨楼庄建档
立卡贫困户，因病致贫，他经人介绍来
到杨振山的养鱼基地工作。 “在鱼塘上
班，活不累还离家近 ，工资按时发放 ，
每月 1500 元，收入有保障。 ”杨振远告
诉记者。

省城淮河路步行街经过改造升级，
变成了人头攒动、街灯璀璨的网红打卡
地 ； 合肥长江东路 180 号恒通机械厂
“涅槃重生”为文艺老厂，打造复古博物
馆；合柴 1972，国内第一个由监狱旧址
改造的文创园，红砖厂房变成年轻人的
自拍墙……

近年来，合肥的特色文化艺术街区越
来越多，这些各具特色的街区不仅丰富了
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为城市留下了记
忆，增强了活力。 未来，合肥还将打造更多
的文化街区，为城市的文化、商业、艺术注
入更多活力。

本报记者 温沁 摄影报道

特色街区
为城市留记忆增活力

�� 99 月 1177 日开街的贡街拥有合肥最大的仿宋建筑群，，古
色古香的特色街区在中秋、、国庆期间吸引了大量游客。。

�� 由旧厂房改造的合柴 11997722 文创园里，，各类艺术展让参观者流连忘返。。

�� 位于合肥新站区职教城的黉街，，致力于挖掘磨店地域历史文化，，突出科教
人文的特色，，涵盖文化美食展示区、、水街以及庐州书院、、合肥科教人文主题公
园等。。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即将开始
计划招录 3.12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记者
丁小溪 ） 记者14日从国家公务员局获
悉，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公
务员招考报名即将开始。 本次招考共有
75个部门、23个直属机构参加，计划招录
3.12万人。

考生可于 10 月 15 日 8:00 至 10 月

24 日 18:00 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
属机构 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
站”进行网上报名。 公共科目笔试将于 11
月 28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
区首府和个别较大的城市同时举行。

据悉， 本次招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
策继续向重点人群、重点地区倾斜。安排

2.1 万个计划专门招录应届毕业生，服务
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坚持基层
导向，有 8700 余个计划补充到西部和艰
苦边远地区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
并采取适当降低学历要求、 放宽专业条
件、 不限制工作年限和经历等措施降低
进入门槛，设置 2800 余个计划定向招录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 5 年以
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 鼓励引导人
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

同时，深入推进分类分级考试。公共科
目笔试试卷将分为 3类， 对中央机关及其
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
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对市（地）级
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
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对行政执
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 公共服务等
方面能力。 面试内容将紧扣招录机关和招
考职位的工作内容、性质、特点，注重反映
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不同用人需求。

“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治理清单出台
本报讯（记者 史力）省农业农村厅

日前印发《安徽省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促提升”三年行动重点品种精准
治理清单》， 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本
地治理的重点品种精准治理清单，扎实
推进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水平。

根据清单，“三棵菜”（豇豆、 韭菜、
芹菜）重点针对禁用农药使用问题和常
规农药超标问题，加强技术指导、开展
安全合理用药技术培训、 严格市场监
管。督导生产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在
农产品上市时开展检测并开具合格证，
加强合格证开具巡查。鸡蛋重点针对恩
诺沙星等 3 种兽药在蛋鸡产蛋期禁用
问题，以及洛美沙星等 5 种停用兽药违
法使用问题，加大整治力度，力争实现

蛋鸡养殖场不贮存和使用违禁药物，所
有使用的兽药均为合法企业生产的合
法产品，蛋鸡在产蛋期不使用禁限用兽
药，鸡蛋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得到解决。

在肉鸡上，将大力整治氧氟沙星等
禁停用药物在乌鸡上使用问题，以及恩
诺沙星等常规兽药在肉鸡 （含乌鸡）上
残留超标问题。对生猪、肉牛肉羊，重点
整治养殖、贩运、屠宰等环节可能发现
“瘦肉精”等禁用物质问题，开展全面排
查和专项监测。 对“5 条鱼”（大口黑鲈、
乌鳢、鳊鱼、鳜鱼和鲫鱼），重点整治氯
霉素等禁（停）用药物使用问题，以及恩
诺沙星、 环丙沙星等兽药残留超标问
题，推进水产养殖绿色发展，促使市场
销售的水产品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得到
有效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