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保险“护绿活绿”

■ 本报记者 汤超

本报通讯员 张有明 王桂林

“今年林场发生了松材线
虫病 ，导致松树零星死亡 ，造成
一定经济损失 。 县国元保险公
司及时将林木损害保险赔偿款
兑现给我们 ， 解决了清理病死
树的经费。 ”凤阳县曹店国有林
场场长王龙彪激动地说。

据介绍，凤阳县现有 3 个国
有林场， 总经营面积 19.7 万余
亩，其中公益林 155853 亩、商品
林 42073 亩 ， 森 林 蓄 积 量 达
106.8 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达
92.1％ 。 自 2017 年森林保险试
点以来，3 个国有林场森林资源
由 国 元 凤 阳 保 险 公 司 承 保 ，
2019 年和 2021 年 3 个国有林
场分别获 10 万元和 10.035 万
元投保理赔。

近年来， 该县以林长制改革
为抓手， 在国有林场全面开展政

策性森林保险业务， 旨在促进林
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 建立市
场化的防灾减灾机制， 增强国有
林场的森林资源抵御自然风险能
力和水平。 各级林长高度重视国
有林场改革发展， 鼓励支持国有
林场参保， 推深做实森林保险政
策。 并主动对接国元凤阳保险公
司， 及时核准因松材线虫病等林
业重大有害生物导致的林木损
失，做到森林保险“保得上、能理
赔、促发展”。

凤阳县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 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国有林场
改革，拓展森林保险范围，创新开
展集体森林保险业务， 实施网格
化护绿、 科学化增绿、 信息化管
绿、高效化用绿、市场化活绿和实
施“五大森林”行动，通过市场化
森林保险政策， 保障全县森林资
源和生态安全， 推动林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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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水利赋能科学治水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本报通讯员 王春夏

通过 “千里眼”， 坐在办公室里，5000
多座小水库的雨水情一目了然 ； 洪涝期
间，哪条河湖超警，实时水位多少，在全省
雨水情监视系统可随时查阅， 并能快速预
警； 通过远景摄像机和相关算法实现视频
远程 “巡河 ”，为河长们当起高效率的 “电
子助手”……

信息化让水利管理更加科学高效。 近
年来，我省加快智慧水利建设，建成了一批
重大水利信息化工程项目， 多项应用走在
全国先进行列， 为水旱灾害防御提供强大
技术支撑，有效减轻防洪损失，更为新阶段
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能和保障。 其中，
“安徽山洪及洪涝灾害调查评价信息平台”
“安徽省水资源取用水智能化监管平台”两
个项目， 被水利部列入智慧水利优秀应用
案例和典型解决方案推荐目录， 并参展第
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科技助战，洪水面前抢“先手”

防汛，是“智慧水利”大显身手的平台，
一项项信息化手段的介入， 让水利工作者
在分秒必争的抗洪中赢得了时间、 提高了
效率、抢得了“先手”。

省水利厅防汛人员在办公室里就可以
实时查看遍布全省各地的 5468 座小型水
库的雨水情， 特别是可以实时监控病险水
库运行状况，监测信息 15 分钟可到达水利
部信息中心……

分散性强降雨的突然袭击， 直接影响
小型水库安全运行。 可依托信息化手段，水
库如今有了“防御利器”。 自动测报系统就
像水利工作者的“千里眼”，具有信息采集、

传输、处理、预警等功能，有效提升了雨水
情信息的准确度和时效性。

今年汛期， 省小型水库雨水情自动测
报系统在保障水库安全、 防御暴雨洪水中
发挥了显著作用。 这一去年年底上线运行
的自动测报系统， 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所有
在册小型水库雨水情自动监测全覆盖。 在
今年梅雨期及台风“烟花”等暴雨洪水防御
过程中，该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水库调
度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有力保障了小型
水库度汛安全。

2020 年夏天 ，梅雨期之长 、暴雨日之
多 、累计雨量之大 、覆盖范围之广 、梅雨
强度之强 ，均为历史第一 。 然而 ，我省没
有发生重大人员伤亡 、 重要堤防和基础
设施没有损毁 、 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没有受到影响， 这离不开 “智慧水利 ”提
供的科技支撑。

一图掌握全省雨水情趋势 、 一键生
成洪水预报成果 、 一屏总览河湖现场状
况……去年洪灾期间，安徽省水利信息化
平台日访问量最高达 50 万人次， 共发起
洪水预警近 3 万次，向各级防汛责任人发
送预警短信 37 万条， 启动山洪预警广播
和信息展播 5 万次。全省无一人因山洪灾
害、行蓄洪区运用、水库泄洪死亡，最大限
度减轻洪涝灾害损失 ， 防洪减灾效益达
2679 亿元。

数字赋能，智能应用广覆盖

从防汛抗洪，到水利工程管理调度，再
到河湖长管理，这些年，在“数字+”的加持
下，全省“智慧水利”应用不断拓展，管理效
率显著提升。

防汛预警平台将用智能语音技术。 “当
某地区出现强降雨，触发了系统预警条件，

语音外呼系统将自动拨打相应区域责任人
电话， 确认预警信息， 并进行多轮交互问
答， 可在短时间内高效收集防汛有关的重
要第一手信息， 再经过后台数据分析生成
报告，为防汛决策提供依据。 ”省水利厅相
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这套应用了语音识别、语音合成
等智能核心技术的语音外呼系统已经完成
了开发工作，即将进入测试阶段。

网络是信息化建设和链接的基础。 这
些年，我省水利网络化加快建设，建成了省
市县三级水利专网， 并推广水利智能化应
用，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目前，安徽水利专
网已覆盖厅直单位 、16 个市及 105 个县
（市、区）水利（水务）局，实现了延伸至乡镇
的多级异地视频会商。水利专网与水利部、
流域机构等互联互通， 并建立卫星应急指
挥系统，提升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庞大的水利工程怎么高效建设和精细
管理？通过 BIM 技术（建筑信息模型），巨大
的工程都会转化为可视化的模型和数据。
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我省采用 BIM 技术，
以单元工程或分项工程为精细化管控对
象，进行可视化、集成化、协同化建设管理，
实现工程全生命周期可视化数据展现；在
工程监测方面，运用地理信息、遥感、可视
化等技术， 多媒体手段直观表现河道地形
地质、崩岸治理工程稳定性等综合信息，实
现对河道监测分析、 岸坡安全监测分析和
崩岸预警。

值得称道的是 ，信息化还助力 “自动
巡河”。 我省在河长制管理方面， 采用视
频云台控制算法 ，实现 “远程视频巡河 ”，
一台台远景摄像机犹如河道的 “电子警
察 ”，可自动生成巡河轨迹并填报巡河情
况记录 ， 对接上传至省河长制决策支持
系统。

打造平台，系统思维建体系

除了这些应用外， 我省还结合安徽实
际，建设了一批高效的信息化系统，构建了
智慧水利的体系。

在汛期，皖南山区、大别山区暴雨洪水
频发，预警和转移工作怎样才能“跑”在山
洪前面？ 山洪灾害调查评价信息平台，是我
省针对本省实际构建的精准预警平台。

据介绍，平台围绕“掌握山洪影响范围
与频次、知晓现状防御能力、确定预警指标
体系 ”的核心需求 ，秉持 “以人为中心 、以
户籍为单元、 以村落为对象、 以预警为目
标” 的解决思路， 沿着 “调查—评价—预
警”的链路，构建了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及预
警阈值分析技术路线， 可全面掌握全省山
洪影响范围、频次及影响程度，确定预警阈
值体系。

智慧水利体系， 需要一套完整而共享
的大平台。 我省开展水利信息化省级共享
平台建设，按照“整合已建、集成在建、规范
新建”的原则，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
整合数据资源， 建设统一的数据整合与交
换平台， 开展大数据分析试点和可视化应
用，建立全省水利“一张图”空间数据资源
体系和网络安全体系。 系统建成后，明确了
数据责任主体，厘清了水利对象关系，实现
数据精准共享，大大提升智慧水利数字化、
网络化水平。

省水利厅科技和信息化处处长赵会香
表示， 下一步， 将积极推进淠史杭数字灌
区、小水库安全监测、防汛抗旱领域“三大
系统” 等重点在建项目建设。 “十四五”时
期 ，推进智慧水利建设 ，以 “数字化 、网络
化、智慧化”为主线，构建具有预报、预警、
预演、预案功能的智慧水利体系。

减税降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 本报记者 汤超

一条条机械手臂熟练地将物料嵌入机
器中，车削、磨转、装配……在广德锦汭轴
承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里， 一个个
轴承正在加速装配中。 公司董事长胡先根
说：“智能化改造后， 每条生产线的操作人
员从数十人下降至 1 个人， 生产效率反而
提高了 50%，合格率也维持在 99%左右。 ”

近几年， 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升

级的大潮中， 广德锦汭轴承这个出生成长
在皖南小县城里的新公司， 在税收政策的
支持下奔涌向前，克服了技术门槛高、前期
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等困难，完成了从“制
造”到“智造”的飞跃。

“3 年前，公司就准备朝着智能制造方
向发展。 可那个时候，我实在不敢在研发上
投入太多，一方面资金本来就比较紧张，另
一方面万一研发不出成果， 投入的钱就会
打水漂。 ”胡先根笑着说，“幸好税务包保联

络员在了解到我的担忧后， 带着好政策找
上门来，公司才没有错过发展时机。 ”广德
市税务局为企业加快办理增量留抵退税，
讲解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缓解企业压
力，打消企业后顾之忧，就这样，企业先后
收到留抵退税 787 万元， 投入研发 673 万
元，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503 万元。

“如今我们总算可以在税务部门的帮
助下交上一份不错的答卷。 ”胡先根骄傲地
说，“这几年， 我们投入了配套工艺创新改

善落实研发项目， 共完成支撑垫圈双端面
磨削节拍优化、 成品装配钢球弹簧误判率
优化等 12 个工艺创新改善项目，累计降本
增效 450 万元。 ”

今年， 广德锦汭轴承的高新技术企业
申请通过了， 又赶上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 100%的好政策， 胡先根表示，
企业预计投入研发费用 500 万元， 力争在
创新路上行稳致远。

减税降费是支持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
业科技创新的有效政策抓手。 今年以来，我
省税务部门持续为制造业企业减负担、壮
筋骨，用减下来的“真金白银”，持续增强企
业的创新活力。 今年前三季度，全省累计新
增减税降费 258 亿元， 其中新增减税 219.9
亿元。

今秋玉米价格成本上涨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记者
11 月 15 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
悉， 据省发展改革委价格成本调
查监审局对我省 10 个玉米调查
点 、87 个农调户定点记账调查 ，
今年我省玉米价格成本均创近五
年新高，种植净利下降。

据悉， 今年我省玉米平均出
售价格为每 50 公斤 119.53 元 ，
同比上涨 6.67 元，涨幅 5.91%；每
亩总成本为 920.78 元，同比增加
78.52 元，增幅 9.32%。 由于总成
本上涨金额高于产值上涨金额，

今年我省玉米亩均净利润为
42.76 元， 比 2020 年 69.72 元减
少 26.97 元，减幅 38.67%。

省发展改革委价格成本调查
监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建议相
关部门推动发展玉米绿色种植，
进一步稳定农资价格， 同时引导
农户控制化肥农药使用量， 发展
绿色循环农业， 努力降低玉米种
植成本；加强农业水利设施建设，
重点支持农田水利、 标准化农田
等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农田抗洪
抗旱能力。

海关快速验放煤矿设备

本报讯（记者 郑莉）11 月 15
日， 淮南矿业集团一批进口的货
值 460 万元的矿用吊轨， 经淮南
海关查验合格， 即将用于该公司
四个重点矿井的井下煤矿运输线
改造项目。 “受到疫情影响，现在
进口轨道到货期比预期的要长，
特别感谢淮南海关对我们的帮
助，随时响应我们的查验需求，加
快了井下改造项目完工。”该公司
供应部吴伊佳说。

作为国内重点煤炭企业，淮
南矿业集团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通过对矿井设备的升级迭代，强
化安全生产力度， 确保煤炭生产
高效稳定， 为区域稳价保供作出

了积极贡献。
为确保该公司井下煤矿运输

线改造项目顺利实施， 淮南海关
通过定点联系人协调制度， 从货
物申报、口岸通关、目的地检验全
链条跟踪服务。主动跟进，及时掌
握进口需求、跟踪货物物流信息。
提前进行风险分析， 精准开展政
策指导，规避不合格风险，实现安
全、快速通关。 货物抵达后，第一
时间派员实施查验作业， 保证设
备能够快速投入使用， 节约使用
单位时间和物流成本， 促进辖区
煤炭企业稳生产、保供应。今年以
来， 淮南海关共快速验放矿用设
备 6 批，货值约 1850 万元。

池黄高铁首座连续梁合龙

本报讯 (记者 范克龙)11 月
15 日，由中铁上海院总体设计的
池黄高铁控制性工程———黄田特
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 这是全线
首座完成合龙的连续梁， 标志池
黄高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黄田特大桥位于黄山市黄山
区 ，全长 917.71 米 ，采用了连续
梁设计横跨有着“安徽最美省道”
之称的 S218 省道， 为未来 S218
省道实现规划双向六车道预留了
条件。

池黄高铁于 2019 年开工建
设， 是武汉至杭州快速铁路通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衔接宁安高铁、

昌景黄高铁、杭黄高铁多条线路，
全长 121.4 公里 ， 设计时速 350
公里，高达 89.34%的桥隧比在长
三角地区高铁建设中较为罕见。
据了解， 目前池黄高铁竹木岭隧
道、 五里冲隧道等 6 座隧道已实
现贯通， 全线桥梁建设正稳步推
进，计划 2024 年建成通车。

池黄高铁建成后， 将成为串
联皖南两山一湖（九华山、黄山、
太平湖） 核心景点的黄金旅游线
路， 对于完善区域快速铁路网布
局、 加快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
区建设、 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涉税辅导助企业挂牌上市

本报讯（记者 汤超）“针对企
业上市、 并购重组等不同阶段涉
税业务需求， 税务部门主动上门
辅导， 帮助我们更加准确理解并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2021 年仅企
业所得税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就
减免了 763.15 万元，极大增强了
我们公司上市的信心。”滁州市南
谯区众望科希盟科技有限公司财
务负责人曹荣说。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提
高企业在高分子产业的市场竞争
力， 众望科希盟科技有限公司积
极筹备上市方案。 但如何防范涉
税风险，呵护优质的纳税信用，成

为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 在了解
到企业的诉求后， 南谯区税务局
立即开展精准辅导， 帮助企业理
顺股权架构， 详细分析评估企业
在股权交易等方面可能存在的涉
税问题，帮助企业规避涉税风险。

南谯区税务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朱晓杰表示， 区税务局按照
“四个一”服务模式即“一户企业、
一个方案、 一名联络员、 一支团
队”，及时抽调业务骨干组建“一
对一”服务团队，通过“点对点”走
访、 座谈会等方式集中征集企业
涉税需求， 精准推送税费优惠政
策，助力培育民营企业上市挂牌。

荩 近日， 在来安县舜山镇西猴山生态科技园内
的近百亩冬桃进入成熟采摘期。 该镇积极发展冬
桃产业，目前冬桃面积超过 500 亩，预计今年产量
达 100 万斤，产品主要销往长三角地区。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

荨 眼下正是采摘茶树花蜜的季节，桐城市吕亭镇洪桥村养殖户正投
放蜜蜂采收茶叶花粉。 该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引导村民养殖蜜
蜂，采摘后蜂蜜售价在 25 元每斤，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

本报通讯员 郑鹏 摄

冬桃采摘迎丰收

蜂蜜“酿”出甜日子

佛子岭水库。。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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