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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羽绒羽毛出口量全国第一
本报讯（记者 郑莉）记者从合肥海关获

悉，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共出口羽绒羽毛 1.3万
吨，同比增长 60.5%，出口量位居全国第一。

“欧盟市场价格好，需求量大，但是门槛
也高，我们很担心。 ”宣城新塘羽绒产业园投
资公司总经理喻国强说。 合肥海关了解这一
情况后，精准施策，积极推荐企业对欧盟注册
登记。 同时开展“一对一”帮扶，制定“一企一
策”， 逐家指导企业建立兽医卫生防疫制度，
健全溯源管理体系， 完善突发重大动物疫情
应急处置设施和物资。目前已帮助全省 49 家

羽绒出口企业获得对欧盟注册资质。
合肥海关所属宣城海关成立境外技术性

贸易措施研究小组，定期向企业通报境外对出
口羽绒羽毛产品限制性措施和国外技术性贸
易措施变化情况。 “我们发挥海关职能优势，通
过整理搜集的境外口岸禁限制措施和各国（地
区）对该产品的检疫措施修订情况，及时向企
业发布预警信息， 帮助企业调整发货安排，确
保货物顺利通关。 同时，充分发挥‘互联网+海
关’作用，推出‘零跑动’‘掌上办’‘网上办’等举
措。 ”宣城海关查验科负责人介绍。

5个公路项目获“李春奖”
本报讯（记者 范克龙）近日，中国公路建

设行业协会公布 2020～2021 年度（第二批）公
路交通优质工程奖评选结果， 我省宁宣杭高
速公路宁国至千秋关段、 合福铁路铜陵长江
公铁大桥接线项目、望东长江公路大桥、扬州
至绩溪高速公路溧阳至广德安徽段、 淮南孔
李淮河大桥等 5 个公路项目榜上有名。至此，
2020～2021 年度我省共有 7 个项目获得公路
交通优质工程奖（李春奖）。

“李春奖 ” 是我国公路建设领域最高

工程质量奖 ，有公路界 “詹天佑奖 ” “鲁班
奖 ”美名 。近年来 ，我省持续加强交通建设
工程质量治理 ，不断完善质量安全监管制
度建设 ，持续推行标准化施工 、精细化管
理 、工业化建造 ，鼓励参建单位探索应用
新工艺 、新技术 ，积极打造 “平安百年品质
工程 ”，培树了一批批典型示范项目 ，有力
展示了安徽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良好
风貌 ，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提供了坚强
交通质量保证 。

我省“双十一”网络零售额达 203.5亿元
同比增长 8.2%

本报讯（记者 郑莉）记者从省商务厅获
悉， 据省电子商务运行监测系统数据，2021
年 “双十一” 购物节期间 （11 月 1 日至 11
日），安徽省网络零售额 203.5 亿元，同比增
长 8.2%， 其中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 186.4 亿
元，非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 17.1 亿元。

全省网络零售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
50 家，其中过亿元的企业 9 家，分别是三只
松鼠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利华服务（合肥）有
限公司、安徽众衣联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合肥美的电冰箱有限公司、广东美的集团
芜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芜湖雷士照明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芜湖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
公司、合肥美的洗衣机有限公司、安徽新京合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从行业销售情况看，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类网络零售额位居第一， 占全行业的比重
为 25.7%，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居第二位，占
比为 13.8%， 粮油食品类居第三位， 占比为
13.5%。 细分来看，服装（占比 11.2%）、制冷电
器（占比 10.3%）、休闲食品（占比 8.9%）三类
产品领先。

从各市销售情况看，合肥市、芜湖市网络
零售额遥遥领先 ， 分别占全省的 44.3% 、
26.4%，合计占全省的 70.7%。 两市网络零售
额排名第一的商品品类均为家用电器和音像
器材。

唱响产业“富民曲”
■ 本报记者 林春生

近日， 记者在铜陵市郊区老洲镇横裕村
看到，道路两旁大片稻田刚刚收割过，稻田里
依然弥漫着阵阵清香。 村头几座连栋大棚里
整齐码放着香菇菌棒， 几名工人正在测量室
温、查看菌棒生长情况。

“这片香菇现代化产业园共 50 亩 ，年
产菌棒 50 万棒 ，产值 1000 万元 ，可带动本
地村民就业 50 余人 ， 目前村集体已分红
9.3 万元。 ”横裕村党总支书记谢二勤告诉
记者， 该项目由村里引进的铜陵市康信农
业科技公司负责建设，采取“合作社+企业”
发展模式。

横裕村地处铜陵市郊区老洲镇最西边，
以种植水稻、油菜为主，曾是老洲镇 4 个贫困
村之一；同时，该村 15 个村民组地理位置较
为分散，经济发展滞后。

横裕村党总支直面短板和不足， 坚持党
建引领，主动担当作为，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
下，2017 年成立横裕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引进苔干种植生产加工项目， 当年流转土地
30 亩，利用扶贫资金 30 万元，建成规模性苔
干加工生产线。 当年建设，当年见效，产值达
17.5 万元， 项目带动村民务工 280 人次。 到

2018 年，两年共支付村民工资 35 万元，村集
体经济增收 11.2 万元。

为保证脱贫村民收入稳步增长、 村集体
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该村于 2019 年引进康
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与横裕村生态农业专
业合作社采用“公司+合作社”模式，重点经营
食用菌、葡萄、苔干菜等特色农产品。 2019 年
3 月， 康信农业科技公司与横裕村签署合同
后， 立即着手建设连栋大棚， 短短几个月，
7000 平方米现代化农业大棚拔地而起。 2020
年建成食用菌香菇工厂化产业园一期 20 余
亩，已投入生产；因江北港铁路建设的需要，
今年重新规划在建二期 30 亩， 总计 50 亩香
菇现代化产业园已投入生产，年产菌棒 50 万
棒，产值 1000 万元。

“在产业项目发展过程中，3 年累计投入
产业园资金、资产 185 万元，有力壮大了村集
体经济。”康信农业科技公司负责人周平告诉
记者。 该公司每年解决村民 27 人就业，人均
收入 6000 元以上。

眼下，公司正与村“两委”探讨“公司+农
户”模式，由公司全面负责培训养棒技术，村
民领菌棒回家，成菌后公司负责回收。此项合
作，以农户最低养棒 1 万个为例，每年可创收
2 万元以上。

前三季度合肥外贸增长 24.1%
本报讯（记者 郑莉）据海关统计，2021 年

前三季度合肥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382.1
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24.1%。 其中， 出口
1448.9 亿元，增长 25.2%，进口 933.2 亿元，增
长 22.4%。 以美元计价，进出口 367.9亿美元，
增长 34.4%。 其中， 出口 223.8亿美元， 增长
35.7%；进口 144.1亿美元，增长 32.3%。

前三季度 ， 全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增长
22.7%，同期合肥市增速高于全国 1.4 个百分
点，合肥市增速居全国省会城市（不包括直辖
市）第 17 位。 其中，出口增速高于全国 2.5 个
百分点，居全国第 14 位。

前三季度， 在省会城市中 （不包括直辖
市）， 合肥市累计进出口总值居全国第 9 位、

中部第 3 位。 领先第 10 位的长沙 503.4 亿
元，与排名第 7 位、第 8 位的武汉、福州分别
相差 22.4 亿元、21.2 亿元。 其中，出口总值居
全国第 8 位、中部第 2 位；进口总值居全国第
8位、中部第 3 位。

9 月当月 ， 合肥市进出口总值再创新
高。 进出口 302.6 亿元人民币，单月总值首
破 300 亿元关口，同比增长 23%。其中，出口
188 亿元 ，增长 25.3%；进口 114.6 亿元 ，增
长 19.5%。

从季度看，今年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进
出口总值分别为 675.5亿元、844.9 亿元、861.6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30%、26.4%和 17.8%，呈
现规模逐季抬升、增速逐季回落态势。

近日，记者走访了合肥一些小区，发
现违法搭建的阳光房不在少数， 甚至还
有业主占用小区公共面积。

一楼的花园阳光房， 浪漫又惬意 ；
顶楼的露台阳光房，增加了十几平方米
甚至几十平方米使用面积 。 然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40 条
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

构筑物等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个人
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住宅小区里一楼、
顶楼的阳光房 、 二楼平台上的自建房
等， 如果无法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均
属于违法建设。
本报记者 温沁 摄影报道

擅自加盖阳光房，

违违违法法法！！！！！
▲ 合肥市某小区，住户在一楼加盖阳光房。

茛 合肥市某小区，住户在顶楼露台加盖阳光房。

·进基层 察民情 办实事

革命老区六安加快产业振兴步伐， 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特色产业如何赋能老区发展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
关键。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
续推进乡村振兴，革命老区六安创新
实施农业提质增效“6969”工程，计划
用 3 年时间，积极申创国家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农业科技示范园 、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等 6 个现代农业
示范区；高标准建设优质粮食、蔬菜、
茶叶 、水果 、中药材 、蚕桑 、油茶 、畜
禽、 水产 9 个优势主导产业基地；科
学规划布局 6 个绿色食品加工产业
园；全力打造一批高标准、高质量、高
水平的现代农业航空母舰，引进培育
9 个 10 亿元级以上龙头企业，着力促
进农村产业提档升级 ， 农业提质增
效，农民增收致富。

“今年市场行情很
好，很多养殖户都赚到了
钱，一只鹅净赚 100元。 ”

培育主导产业，提
高规模效益

11 月 4 日， 记者来到位于六安
市裕安区固镇镇的安徽展羽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的鹅舍内 ， 成群的皖西
白鹅在引吭高歌 。 养殖场负责人江
卫军告诉记者 ， 企业主要负责皖西
大白鹅的保种和育苗 ， 现存栏 2.1
万只种鹅， 每年为周边养殖户孵化
350 万只鹅苗，辐射带动周边大大小
小 3000 多户养殖户。

“今年市场行情很好 ，很多养殖
户都赚到了钱。 去年白鹅价格 12 块
钱 1 斤，今年 17 块多钱 1 斤，饲料也
比去年便宜。养殖户一只鹅可以卖到
200 多元，净赚 100 元。 ”江卫军说。

裕安区是皖西白鹅中心产区，目
前全区养殖皖西白鹅超 320 万只，羽
绒制品加工企业超 60 家， 已经形成
白鹅养殖、屠宰、羽绒及羽绒制品加
工等完整的产业链。

金寨县油坊店乡面冲村位于六
安茶谷腹地，属于响洪甸水库的库区
村，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也是六
安瓜片的核心产区。 近年来，当地依

托茶产业，大力发展茶旅融合。 目前
全村共建有茶园 5800 多亩， 各类茶
厂 14 个， 全村 600 多户村民家家户
户种茶炒茶。

当地茶叶龙头企业露雨春茶叶
公司采用“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引
导农户统一标准种植采摘 、 统一加
工 、统一品牌销售 ，带动 400 多户茶
农增收致富。 “农户 1 亩地白茶收益
约 1 万元，普通茶农七八亩茶园年收
入七八万元。 ”露雨春茶叶公司负责
人黄守山介绍。

立足自身自然条件和资源禀
赋 ，六安市选择优质粮食 、蔬菜 、茶
叶、水果、中药材、蚕桑、油茶、畜禽 、
水产 9 个体量较大 、特色鲜明 、市场
前景好的产业进行重点培育打造 ，
推行单企业单品种规模经营模式 ，
通过订单生产和利益联结方式 ，实
现跨区域、集约化生产 ，提高规模效
益和增值利润。 力争通过 3 年时间，
建成 9 个百亿元级绿色食品全产业
链基地。

“过去扶贫产业到村到户 ，小而
弱。 现在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关键要
把农业产业做大做强。 ”六安市农业
农村局局长汪能武介绍 ， 六安市牵
住产业振兴的 “牛鼻子 ”，大力发展
特色优势主导产业 ， 打造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以园区为载体 ，提高产业
集聚度 ；围绕主导产业 ，扩大规模 ，
提升品质；提升农产品加工能力 ，延
伸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培育和
引进龙头企业 ， 发挥龙头企业带动
作用，壮大乡村产业经济 ，着力建设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
地，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促进农民增
收致富。

“目前我们每天发 1
个集装箱，订单已经排到
明年 6月。 ”

延伸农产品产业

链，壮大专业化基地

羽绒加工是皖西白鹅最大的衍
生产业。 据了解，目前裕安区规模以
上羽绒加工企业有 21 家 ， 年产值

26.45 亿元。 该区固镇镇从事羽绒加
工企业多达 109 家， 其中亿元企业 7
家，吸纳周边剩余劳动力 2 万余人。

“一只白鹅有 14 根刀翎，一根刀
翎可以卖到 3 毛钱，做成羽毛球最高
1 打可以卖到 100 多元。 ”六安奥安康
工贸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羽毛球、羽绒
饰品等各类羽绒制品，厂长唐仰彬多
年从事羽绒制品生产， 他告诉记者，
在固镇镇， 羽绒加工厂随处可见，已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白鹅全身都
是宝，以羽绒为例 ，大的羽毛可以做
羽毛球， 小的羽毛可以做工艺品，最
后的下脚料还可以卖到化工厂做氨
基酸。 ”

在舒城食品加工产业园的舒城
圣桂食品公司门前，刚刚加工好的山
野菜整装待发，准备运往港口。 “别小
看这种山野菜， 在日本非常受欢迎。
目前我们每天发 1 个集装箱，订单已
经排到了明年 6 月。 ”企业负责人赵
成胜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山野菜畅
销日本 ， 仅此一个单品 ， 每年出口
3500 吨，出口额 1200 万美元，占日本
70%以上的市场份额。

加工业是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
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手段 。 六安市
要求各县区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布
局， 大力推进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
建设，积极招引“头部企业”，引导农
产品加工企业向园区入驻集聚 。 力
争 3 年内 ， 每县区各建成 1 个绿色
食品加工产业园 。 今年要求每个食
品加工产业园新引进 3 个亿元以上
加工项目 ， 培育 1 个年加工产值 3
亿元以上链主企业，打造特色鲜明 、
产业集中 、 高度智能应用的专业化
食品加工产业园。

“农业效益更多集中在二产三
产 ， 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产层面上 ，
要延伸产业链 、拉长产业链 、拓宽
产业链 ， 让产业发挥最大效益 ，发
挥加工业引领和带动作用 。 ”舒城
县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中心负责
人潘升才表示 ，舒城县在农产品加
工业上下功夫 ，加快建设绿色食品
加工产业园 ， 目前已有 21 家食品
加工企业入驻 。 未来将进一步扩大
桃溪园区农产品加工业板块 ，积极
培育蔬菜深加工 ， 发展冷冻蔬菜 ，
延伸蔬菜产业链 。

“园区引进 2000多个
农作物新品种，带动周边 20
多万亩基地发展高效农业。”

招引更多 “头部
企业”，提高主导产业
集聚度

走进舒城县桃溪农业产业园的温
室大棚内，暖意融融，各种绿色蔬菜竞
相生长。桃溪农科所副所长阮琪琪指着
一串串长长的青椒告诉记者，产业园主
要负责瓜菜种苗的繁育和推广。 “普通
辣椒只能结一两茬，亩产只有 3000斤。
我们培育的皖椒 10 号坐果期长， 从 4
月到 11月都可以采摘， 平均亩产可达
8000斤。 秧苗深受周边种植户欢迎，每
年销售近 200万株，带动种植超千亩。”

舒城县把蔬菜种植作为主导产业，
全县共有 33万亩蔬菜，年产 58万吨新
鲜蔬菜销往长三角地区。作为六安市唯
一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桃溪农业产业
园以蔬菜为主导产业， 实现集种苗繁
育、食品加工、体验观光于一体的三产
融合发展，着力打造长三角“菜园子”。
“目前已经累计引进 2000 多个农作物
新品种， 辐射带动全县及周边 20多万
亩基地，发展绿色高质高效农业。”舒城
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

六安市农办副主任胡浩介绍，为提
高主导产业集聚度，六安市重点加强农
业产业园建设，加快金寨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和舒城桃溪国家科技示范园这
两个国家级园区提质增效和提档升级，
突出科技引领和三产融合，着力提高产
业首位度；支持霍山大沙埂、金安木南、
霍邱长集、 裕安林寨等4个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提升标准， 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主导产业集聚度。

产业振兴 ， 离不开龙头企业带
动。 “坚持培育和引进并重，培育产业
发展带头人， 加强优质项目招引，培
养链主企业 ， 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
用。 ”汪能武表示，围绕龙头企业培
育，紧盯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百
强开展农业招商，在食品加工 、果蔬
茶加工、饮品加工、水产品加工、中药
制造等领域 ， 积极招引农产品加工
“头部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