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云湖上忙冬捕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雷红 沈果

冬日暖阳下的碧云湖 （黄栗树水
库），碧水如镜，波光粼粼。 “开捕啦！ ”
“收网喽！ ”随着一声声吆喝，肥美的胖
头花鲢在工人们的围捕下，顿时欢腾跳
跃起来。 不一会儿，满舱而归的渔船靠
岸，抢购的人们争相涌来……

1 月 2 日上午， 全椒县碧云湖首届
冬捕文化节开幕。

一大早 ，随着四面八方游人到来 ，
碧云湖所在地全椒县石沛镇黄栗树村
已是一派节日景象 。 “同吃生态鱼 共
饮山湖水”“青山碧水 鱼你有约 ”等条
幅标语和大红灯笼将小村落装扮得喜
气洋洋，民间艺人舞起了手狮灯 、百米
长龙，书法家们现场创作起“喜庆丰收”
主题作品，刚刚评选出的今天捕捞上来
的最大一条鱼由两位工人抬着走上舞
台。 “经过称重、公证，这条今天的头鱼
净重 29 斤， 头鱼象征着头彩， 鸿运当
头 ，现在开始起拍 ，起拍价 8888 元 ，每
次加价 1000 元 。 ” 主持人话音刚落 ，
“10888 元”“15888 元 ”“20888 元 ”……
10 多家滁州各地的企业竞相加价 ，最
终 ， 天长市水电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
28888 元的“天价”成功中标，引得围观
的群众一片惊呼。 据介绍，这笔竞拍款
项将专款专用 ， 帮扶品学兼优的全椒
籍贫困大学生。

为了让更多游客和周边群众能吃
上生态水库鱼 ， 主办方专门派发了数
百张优惠券 ， 凭券购买胖头花鲢鱼每
斤仅 8 元。 “早就听说水库收回了承包
权，不让钓鱼和在周边搞养殖 ，水库鱼
真正是生态环保鱼 ， 今天特地从全椒
县城赶来买鱼，尝尝鲜 。 ”全椒市民王
云告诉记者。

据了解 ， 近年来全椒县持续推进
“河湖长制”，坚持采用“人放天养·生态

养殖” 模式对我省十大水库之一的碧云
湖等大中型水库水面进行精心管护，实
现了对水资源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的
有机互补。“自 2017 年开始，水库管理方
重拳出击，针对‘乱占、乱堆、乱采、乱建’
等问题进行综合整治， 累计投入资金约
650 万元， 相继依法解除了水面承包合
同， 取缔了水库库区内 38 处钓鱼台，关
停了库区周边各类养殖场 50 多家，并对
碧云湖库区 50.5 米高程约 170 户居民
进行了搬迁 ， 水污染治理成效日益显
著。”全椒智慧水利建设有限公司负责人
茆恩波对记者说。

碧云湖首届冬捕文化节， 不仅让八
方游客看到了捕鱼的生动场景， 还可品
尝鲜美可口的碧云湖“全鱼宴”，碧云湖
浓汤鱼头、清蒸大白鱼、香酥鱼排、鱼茸
狮子头、 农家风味爆鱼……道道美味均
由中国烹饪大师、 全椒县儒林美食烹饪
研究会会长刘传海亲自掌厨， 让游客大
饱口福。

记者了解到 ， 目前碧云湖每年可
产成鱼 50 万斤 ， 尤以花鲢鱼为甚 ，其
中，“生态有机大胖头 ”个头均匀 ，肉质
紧实，口感鲜美，肥而不腻 ，品质上乘 ，
是全椒各大酒店招待贵宾的首选品
牌 。 每年冬季 ， 数十万斤鲜鱼跃水而
出，市场供不应求 ，在国内各大城市好
评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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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联动”“三链协同”探索县域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阜南样板”在19省140个县推广
■ 本报记者 史力

今年 36 岁的邵庆狼，返乡干种粮大
户已 9 年，拿他自己的话来说 “2021 年
才算把麦子种明白”。

“谁说种粮一定受穷 ？ 咱 2021 年
430亩小麦亩均纯收入近 700 元，比上年
增收约 200 元。 ”阜南县苗集镇前进村村
民邵庆狼盘点过去一年的收成， 他深有
感触地说，过去凭经验种地，不行；现在
跟着中化农业公司种优质粮， 从品种到
管理靠的是科学，“钱”景广阔。

阜南县是产粮大县， 也曾是国家级
贫困县。 年年增产，效益为啥不行？ 品种
杂乱、 产业链短小、 销售渠道狭窄……
2017 年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定点
帮扶阜南县， 针对这些问题以优质粮食
工程为抓手，先后引进中粮、中化、中裕
等龙头企业，按照优质小麦“示范种植—
规模化种植—就地加工转化” 三步走路
径，实施优粮优产、优购、优储、优加、优

销“五优联动”，推动延伸粮食产业链、提
高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三链协同”，探索
县域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脱贫攻
坚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子。

以优产为例， 就是立足需求种优质
专用粮。

阜南“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
亩田”，过去小麦品种多达百余种，与市
场需求脱节。 “品种杂乱，品质上不去、粮
食企业难加工， 粮价始终处于 ‘价格洼
地’。 ”阜南县商务粮食局局长杨军表示。
经过科学推广， 目前阜南县小麦已优化
到 3 个优质品种，由企业统一布局供种、
统一田间管理、统一订单购销，引导农民
种植，真正实现了“优产”。

2019 年 ，中化农业公司 、中粮贸易
公司， 以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
式，在 26 个乡镇种植 30 万亩优质小麦，
通过降本增效亩均促农增收 200 元以
上，直接助力 4.2 万人口脱贫。 2021 年又
扩大至 60 万亩。

在此基础上，收购、加工、销售等产
业链上各个环节迅速跟上。

2020 年 ，阜南引进中裕食品 ，一期
投资 2.4 亿元，建设年处理 30 万吨优质
小麦专用粉生产线，可带动 60 万亩优质
小麦就地加工转化。 二期拟投资 3.9 亿
元，重点生产特级谷朊粉、高端淀粉、蛋
白肽等高附加值产品， 小麦副产品精深
加工综合利用可以做到 “吃干榨尽”，进
一步带动阜南及毗邻地区优质小麦加工
转化。 现在正在建设的皖西北（阜南）粮
食产业园，有望成为带动阜南、辐射周边
的百亿级特色产业集聚区。

2020 年，阜南推广优质粮食面积达
120 万亩 ，粮食总产 90 万吨 ，每亩增收
100 元，农民增收 1.2 亿元。 全县发展粮
食加工企业 18 家，粮食加工业产值突破
16 亿元，是 2016 年的近 2.5 倍。 阜南也
从粮食生产大县向粮食产业强县华丽蝶
变，形成“阜南样板”。2021 年 6 月 18 日，
时任阜南县委副书记、 县长李云川应邀

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 向全国
介绍阜南经验。

阜南县的探索具有广泛意义。
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 832 个国家

级贫困县， 其中产粮大县 258 个， 占比
31%。 这些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粮食产业
薄弱、粮食种植方式粗放等共性问题。

“通过推广 ‘阜南做法 ’，2 年间全
省累计增加优质粮 728 万吨，促农增收
18 亿元。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
曹越方介绍。 2 年来，“阜南做法 ”在全
国 19 个省 140 个县推广， 发展订单粮
食 500 多万亩 ， 带动小农户近 100 万
户、 农民合作社 1000 多家、 家庭农场
1700 多个 、 县域粮食中小企业 155 家
共同发展。

“从阜南县这个‘小切口’入手，着力
解决我国粮食‘高产穷县’的‘大问题’，
‘阜南样板’是在更高层次上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有益探索。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局长张务锋表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许蓓蓓 洪放/文
本报记者 徐旻昊/图

2021 年 12 月 30 日下午，备受关注的合肥离子
医学中心开展质子治疗系统首例临床试验， 中心医
疗及物理团队紧密合作，为一位 66 岁的脊索瘤患者
进行第一次质子放射治疗。 这标志着合肥离子医学
中心正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据合肥离子医学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作为国内
首个引进瓦里安质子治疗系统的放疗中心， 其工作
团队克服疫情影响，完成庞杂精密的系统调试，执行
严谨的患者入组筛查， 开展质子治疗系统的临床试
验，将为肿瘤患者提供肿瘤放疗服务。

这位工作人员说，“瓦里安 ProBeam 质子治疗
设备中国临床试验 (合肥 )”由安徽省立医院和山东
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共同承担。 安徽省立医
院是组长单位，主要研究者为张红雁，临床试验总样
本量 47 例，计划入组 28 例受试者。首次临床试验之
前，中心举办了首例患者病情介绍研讨会，国际著名
医学物理专家卢晓明教授和安徽省立医院张红雁主
任分别就患者病情和放疗计划作介绍。

当日下午 2 时，首例临床试验正式开始。 患者因
骶尾部脊索瘤切除术后 2 年出现了局部复发，病灶靠
近直肠、膀胱、骨盆等正常组织，考虑再次手术治疗损
伤过大，采取质子放疗，以保护正常组织功能，减少放
疗导致的毒性反应。 医院技术团队通过高精度患者定
位， 将经超导回旋加速器加速的质子束准确射入病
灶，犹如一把“狙击枪”对肿瘤组织进行精准打击。

“不知不觉中，治疗就完成了。 ”患者对记者说，
治疗过程无痛感， 完成之后可自行下床行走，“没想
到有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 ”

▲ 2021年 12月 30 日， 医疗
团队进入治疗间进行第二例临

床试验病人的肿瘤位置验证。

荩 2021年 12月 30 日， 首例
临床试验的病人接受质子放射

治疗后，自行走出治疗间。

国内首个！！ 这把““刀””到底有多牛？？

安医大团队获全国妇幼健康科技成果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记者日前从

安徽医科大学获悉，第四届全国妇幼健
康科技奖公布，由该校曹云霞教授牵头
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等单位合
作的研究成果“男性不育发病的遗传机
理与临床治疗策略创新研究”荣获一等
奖。这也是该医学团队连续两届斩获此
奖项一等奖。

据介绍， 不孕不育已成为继癌症、

心脑血管病之后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三
大疾病。人口协会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
2000万育龄夫妇受到不孕不育的困扰，
已成为建设健康中国战略首要解决的
难题。

不孕不育症当中，男方因素引起的
约占一半，目前仍有高达 30%至 40%的
患者具体病因不明。随着辅助生殖技术
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少弱精子症、畸精

子症患者通过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
射技术生育了子代，然而，该技术有将
遗传缺陷传递给子代的潜在风险。

因此， 探索遗传性男性不育症的
发病机理、阻断遗传缺陷的子代传递，
并将系统规范的诊疗策略在医院推广
应用 ，是生殖医学 、遗传学 、产前诊断
学等学科共同应对和亟待解决的重大
科学问题。

自 2007 年以来 ， 安医大曹云霞 、
贺小进教授团队一直关注男性不育
的遗传学研究。 通过 10 余年的积累，
建立了系统 、先进的男性不育研究与
辅助生殖治疗技术优化平台 ，取得了
一系列原创性研究成果 ，并将研究成
果进行临床推广应用 ，为我国在男性
不育的遗传学研究和出生缺陷防控
作出了贡献。

据悉，“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
是国内妇幼健康领域的最高科技奖项，
每两年评选一次。一等奖获得者可直接
申报对应的国家级科技进步奖、自然科
学奖等奖项。

淮北提前完成 2021年度投资计划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记者 2021 年

12 月 30 日上午从淮北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 淮北市把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作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的重要抓手， 严格落实 “四督四
保”“五项机制” 和市领导联系重点项目
工作机制，该市重点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2021 年，淮北市有 103 个重点项目建成
或竣工投产。

2021 年 1 月至 11 月 ，淮北市重点
项目共完成投资 582 亿元 ， 完成年度
计划的 104.2%，高于序时进度 12.5 个
百分点 ， 提前完成全年投资计划 。 其

中 ， 省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532.9 亿
元，计划内项目投资完成率 111.7%，超
序时进度 19.9 个百分点 ， 居全省第 5
位。 该市全年累计组织 10 次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 ，集中开工 73 个项目 ，总投
资 369.9 亿元。

2021 年， 淮北市开工建设 S101 淮
徐快速通道建设工程、 沱浍河航道临涣
船闸工程、诺讯智能制造等 161 个项目；
建成或竣工投产淮北理工学院一期、美
信铝业年产 7.2 万吨高端双零铝箔等
103 个项目。 此外，淮宿蚌和淮阜城际铁
路、 中德国际合作铝基产业园等重大项
目也在加快推进。

马鞍山公铁长江大桥南主塔完成承台浇筑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文婷 记者 贾

克帅）1 月 2 日， 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
巢马铁路马鞍山公铁长江大桥南主塔
顺利完成承台混凝土浇筑，标志着世界
最大跨度三塔斜拉桥将转入塔柱施工
阶段。

作为世界首座千米级三塔公铁两用
斜拉桥， 大桥三座主塔设计高达 300 余
米，两个主跨总长 2240 米，塔高、跨径均
为同类型桥梁设计之最， 因此承台作为
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关键性转换工序，尤
为重要。 此次成型的 Z5 号主塔承台为
哑铃形结构， 占地面积 3000 多平方米，
相当于 7 个篮球场大小。 承台厚 9.5 米，
共分三层浇筑。 最后施工的一层厚 3.1
米，浇筑方量约 8000 立方米。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是承台施工中的

重难点，混凝土内、表温度控制是巨大挑
战。 为避免温差过大导致混凝土生成结
构裂缝，施工单位运用自动化、智能化手
段，在增设内部冷却循环水的基础上，采
取优化配合比、控制入模温度、布设暖风
机、安装保温棉等措施，形成“内散外保”
的机制，同时引入云端温控系统，布设无
线传感器、自动化流水阀，实时监测、预
警和调控。

据了解， 巢马城际铁路是国家铁路
网“八纵八横”主通道之一沪汉蓉铁路合
肥至上海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巢马
城际铁路控制性工程， 马鞍山公铁长江
大桥的建设对推动马鞍山市深度融入
南京、合肥两大都市圈，促进长三角一体
化和长江经济带更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青阳入选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

本报讯（通讯员 檀翔 记者 徐建）
青阳县建立农村公共服务基层管理 、
全员参与 、资金统筹 、公共资源回收利
用等 4 项机制 ， 构建立体农村公共服
务能力体系。 近日，青阳县这一做法入
选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 国家发展改革
委办公厅 、 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第
三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 ，在
全国推介。

青阳县建立乡镇人居环境管护站，
整合原有公共服务体系 ， 充实人员队
伍，加大资金投入 ，确保农村事务有人
问、农民需求有人管。 建立以大学生、退
伍军人、能工巧匠 、致富能手为主体的
人才库，鼓励乡土人才参与本地公共服
务工作。 截至目前，全县共聘用 65 名农
村“能工巧匠”加入乡镇公共服务工作，
大部分乡镇都委托本地人才参与厕污
清掏、污水处理、村庄保洁、道路绿化等

公共服务。 今年以来，该县统筹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 、美丽乡村建设 、农村厕所
长效管护等国家、省、市项目资金，对公
共服务能力水平较高的乡镇予以资金
倾斜，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 同时统筹
环保、住建等相关项目资金 ，全力保障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
水平不断提高。

青阳县发动农户，争取社会资源，支
持构建多余公共资源“变废为宝”体系。
各地与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 将农户粪污
交给大户处理利用， 既解决了粪污处理
问题，又实现了资源使用效益最大化。目
前 ， 该县建成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达
86.2%；全县建成 10 个集镇污水处理厂、
11 个联户污水处理点，110 个行政村户
厕和公厕的维修管护及粪污清掏服务
基本实现全覆盖。

1月 3 日， 芜湖市民
和游人在芜湖古城观灯

赏景。
一元复始 ， 万象更

新。 元旦佳节期间，近千
盏花灯和 10 余个大型灯
组点亮芜湖古城，独具特
色的新年花灯展，在设计
上推陈出新，将团圆祥和
的中国情怀与传统技艺

相结合，营造出喜庆欢乐
的新年氛围，让市民和游
人大饱眼福。
本报记者 沈宫石 摄

千盏花灯
映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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