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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 构筑开放高地

■ 本报记者 郑莉

近日，在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片区，芜湖综合保税区内的安徽
华烨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正酣———捻线、织造、浸胶，车间监控大
屏上，设备运行数据实时跳动、一目了然。

“这批特种浸胶帆布即将出口用于制作管状输送带，得益于综
合保税区优惠政策叠加效应，去年我们出口销量增长 30%以上。 ”
安徽华烨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程娟说，进入 2022 年，今年
订单量比去年增长了 40%，公司二期生产线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
年增加产能近 3000 吨。

对华烨公司来说，最大的优惠政策莫过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
格试点。 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试点企业后，企业可享受国内环节
的税额抵扣，产品出区内销零关税以及非报关方式直接入区等优惠
便利举措。

“围绕推动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芜湖海关持续加大政策宣
传贯彻和落实力度，主动对接区内企业需求，定制‘分送集报+外发
加工’等政策优惠‘套餐’，助力企业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
芜湖海关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综合保税区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对发展对外贸易、吸引
外商投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统计，2021 年，安
徽省综合保税区合计进出口 1115 亿元，增长 25%。 其中，进口 540
亿元，增长 43%；出口 575 亿元，增长 12%。

“2021 年，合肥海关强化主动服务，助力综合保税区在做大增
量的同时着力提升发展质量。 大力推广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
点， 支持综合保税区内企业利用剩余产能承接境内区外委托加工
等，推进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实施，助力企业统筹开拓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增强发展韧性，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合肥海关
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在合肥经开区综合保税区，进出卡口实行“无感通关”，平均通
过卡口用时压缩 90%，协调解决扩充产能等企业紧迫需求，在全省
率先迈入无感通关时代。

“过去进出综保区，必须停车等待人工确认后才能进入，每次
都要等待半小时左右。 现在，只需在出发前提前申报就能‘秒过’。 ”
安徽众联报关有限公司驾驶员洪明说。

“实行无感通关模式后，系统根据申报单证自动提取数据并验
放，通关模式由原来的‘车辆进场站申报、场站人工运抵’升级为‘提
前申报、卡口采集、系统自动运抵验放’，大幅减少了车辆和司机在
场站停留等待时间，缩短了交货时间，提升了车辆通关效率。 ”庐州
海关副关长查成林说。

为了更好地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综合
保税区优化产业结构，支持和鼓励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发展，合肥海关坚持因企施策、精准服务，更大范围推广“两步申报”
“两区优化”等重点改革举措，聚焦“新业态”发展，融合“跨境电商+
海外仓”，通过跨境电商特殊区域出口海外仓出口笔记本电脑、液晶
显示屏等安徽制造产品。同时，开展政策深度研究和全面宣传，推动
综合保税区内企业账册备案、税款补缴等业务实现“秒办”，为地方
“双招双引”等工作提供政策支持。 2021 年，全省综合保税区内新增
注册企业 81 家，增长 44%。

“2022 年，我们将继续加强政策宣传指导，出台支持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与自贸试验区统筹发展举措，鼓励综合保税区内各种新业
态发展，强化企业认证培育，加快推进海关改革实践和制度创新，进
一步促进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 ”合肥海关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调查·

2021 年， 安徽省综合保税区进
出口值突破 1100亿元人民币———

做活“桃经济” 果农笑眯眯

■ 本报记者 汤超 本报通讯员 苗竹欣

在来安县张山镇仰山村，此时虽是严冬，但道路两边民房上灿
若云霞的桃花彩绘，仿佛把人带进了桃花盛开的季节。桃子灯、桃花
墙、桃花泉、望桃亭……在仰山村，“桃”不仅是产业，更成为了文化，
让这个小山村实现了从贫困村到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蝶变。

53 岁的村民陈良松正和老伴忙着和面、剁馅，准备蒸包子，阳
光明媚的小院里，咸鸡、香肠、腊肉等年货挂满了整整三根晾衣架。
“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今年我和老伴儿打算多准备点年货。 ”提
到即将到来的新年，陈良松的脸上笑开了花。

陈良松是仰山村最早种植桃树的那批人，早在 1995 年，在大部
分村民还在种植水稻、油菜、小麦等传统农作物时，他便响应村里的
号召，在自家的 3 亩多地里种上了桃树。 “收成还不错，就是卖桃太
难了。 ”陈良松回忆道，到了桃子收获的季节，天刚蒙蒙亮就开上拖
拉机把桃子运到城里，找个路口等顾客上门，常常要等上一天，才能
把一车桃子卖完。

“零散种植不成气候，种出规模、种出名气才能打开市场。”仰山
村党总支书记陈佩洋介绍，2004 年开始，张山镇组织当地农民去山
东参观学习，并从山东请来了技术员，指导大家种桃树，发展“桃经
济”。 渐渐地，仰山村的桃园面积发展到 2000 余亩，每到阳春三月，
连片桃花次第开放，吸引众多游人前来踏春赏花。

自 2012 年开始，仰山村依托桃产业 ，大力发展观光农业 、休
闲农业，该村在围绕“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目标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还新建了停车场、旅游厕所、旅游环线、游
客接待中心等基础设施，深入挖掘“桃文化”，修建桃文化展示馆、
望“桃”亭等网红打卡点，修缮千年古树、桃花泉等景点，丰富旅游
资源，提升游客体验。 目前，该村已成功举办 10 届桃文化旅游节，
共吸引 100 多万人前来游玩采摘，2020 年， 仰山村入选首批安徽
省特色旅游名村名单，2021 年该村又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

仰山镇的桃子出了名，上海、浙江、江苏的水果经销商都来了，为
了方便群众卖桃，仰山村还专门成立了合作社，并在桃园边上建起了
瓜果交易市场。到鲜桃成熟时，桃文化广场上停满了全国各地的大货
车，高峰期时，每天有 20 多万斤桃子从仰山村运往全国各地。

桃子有了好销路，陈良松又流转了 20 亩土地，种植了锦绣、锦
春等多个桃品种。“我现在不出村，桃子就能全部卖完，去年，卖桃子
挣了十多万元呢。村里环境变美了，产业兴旺了，我们的腰包也鼓起
来了。 这年味啊，是越来越浓了。 ”陈良松笑眯眯地说。

·经济快评·

供需协同守护食品安全

■ 徐海

“0 糖=健康？ ”“临期食品如何监管？ ”
“食品添加剂违规添加何时休？ ”……近日，
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中国食品科学
技术学会主办的 “2021 年食品安全与健
康热点科学解读媒体沟通会” 公布 2021
年食品安全与健康九大热点， 引起关注。
随着食品行业新业态、新工艺、新模式不
断涌现，食品安全风险呈现复杂性、隐蔽
性特点，给食品安全治理带来挑战，亟需
多措并举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人们对饮食的需求已经由以前的“吃
得饱”转变为现在的“吃得好”，对食品质
量要求越来越高， 倒逼食品行业转型升
级。 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深刻影响食
品生产、制造和安全保障，为产业转型升
级提供了广阔空间。食品行业企业既要坚
持以需求为导向，提供品质化、多元化消
费体验，也要顺应产业技术变革，发挥科
技引领作用， 促进食品科技成果转化，推
动食品产业链 、价值链 、供应链 “三链协
同”，实现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协同发展。

细数食品安全问题，有的出现在生产

环节，比如农产品存在污水灌溉、农药残
留超标等源头污染； 有的出现在加工环
节，比如滥用色素、增白剂等添加剂；有的
出现在运输环节，比如在储存和运输过程
中过量使用保鲜剂、防腐剂。因此，食品产
业链要开启“追根溯源”模式，从食品原料
采购、加工生产，再到食品运输和销售等
环节，建立全方位、全时段、主体化的严密
监测体系。厂家和商家要自我监测，工商、
卫生、环保、质检等部门也要坚持源头严
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彻查生产经营过
程中的各种隐患，实现食材从“农田到餐

桌”的流向可追溯、风险可控制、责任可追
究，确保溯源链条各环节安全可靠，共同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公众健康素
养， 有助于从需求端守住食品安全防线。
权威真实的食品科普信息可以为公众食

品消费带来便利和安全，虚假夸大的食品
安全谣言则扰乱社会秩序，降低公众对食
品安全的信任度。 尤其在网络时代，谣言
“传染性”更强。研究机构、高校、企业应通
过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等方式参与食品安
全信息交流，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开
展风险解读，直接回应消费者咨询。 持续
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国家标准、科学
知识宣传教育，纠正公众认知偏差，提升
公众食品安全素养。严格把关食品广告词
和营销话语，杜绝使用有违科学的误导性
词语，传播科学、真实的食品安全信息，为
守护食品安全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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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1498.56万人参加行动，清理村内塘沟 18.06万个
推进村庄清洁行动提质扩面

在芜湖湾沚区花桥村， 村民张
大妈最近迷上了跳广场舞。

“以前总听说城里人都喜欢跳广
场舞，我们这地方别看到处都是地，但
想在家附近找个平整的场子还真难。
过去屋前屋后到处堆满垃圾， 味道难
闻，我都恨不得绕着走。”说起改变，张
大妈和舞伴们感慨，“村里开展清洁行
动以后，大家一起清理出这片地，又集
资买了水泥砖头，做了这么个小广场，
才有机会跟上城市的‘潮流’。 ”

如今， 不管是在皖南还是在皖
北， 驱车行走在乡村大地， 放眼望
去，很少能看到河道里、道路边有成
片的垃圾，房前屋后也是干干净净。
经过坚持不懈推进村庄清洁行动 ，

广大的乡村干净漂亮起来。
去年， 我省印发文件确立村庄

清洁行动主题和分类推进原则 、推
进方式， 动员部署各地开展春夏秋
冬战役， 将村庄清洁行动内容纳入
《致全省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 》。
完善 “村规民约”“门前三包”“积分
制”等制度，把村庄清洁行动固化为
村民的自觉行动。

截至去年 12 月底 ， 全省共有
1498.56 万余人参加行动；开展进村
入户宣传教育活动 43.75 万余次 ，
106.11 万余人次参加； 累计清理村
内塘沟 18.06 万个、农业生产废弃物
239.94 万吨、乱搭乱建 45.4 万处、废
旧广告牌 85.7 万个 、 无功能建筑

268.77 万平方米， 村容村貌明显改
观，群众卫生习惯逐步改善。

“十四五 ”期间 ，我省将继续全
面推进“五清一改 ”，即清理村内塘
沟， 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
废弃物，清理乱搭乱建、乱堆乱放 ，
清理废旧广告牌，清理无功能建筑，
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
惯，实现村庄公共空间及庭院房屋、
村庄周边干净整洁。

下“绣花”功夫 建美丽乡村

今年全省农村再改厕 30 万户
左右，探索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让厕所真管用、能常用

“小孩小孩你别急，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节
刚过，滁州市南谯区大柳镇村村户户就忙着置办年
货，春节氛围是越来越浓了。

“说准备年货，其实也没啥要特意买的，现在生
活好了，鸡鱼肉蛋天天有，主要买点待客的烟酒，还
有打扫卫生。 ”说到卫生，70多岁的大柳镇曲亭村村
民梅相银打开了话匣子：“去年家里旧厕所改建了，
现在跟城里一样用抽水马桶。 以前露天厕所脏不说
还不安全，冬天下雪还滑倒过。现在改了以后环境也
好了，人进去也安全了。 ”截至 2021 年底，南谯区已
完成农村卫生厕所改造 28607户，普及率达 89.3%。

小厕所， 大民生。 去年全省完成 40 万户改厕
任务。 组织开展 2013 年以来财政支持农村改厕问
题排查整改，累计摸排户厕 365.19 万座，发现不能
使用或不能全年使用的问题厕所 5.57 万座， 已整
改 5 万户，剩余 0.5 万户，将于今年年底前全部完
成整改。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印发《安
徽省“十四五”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提出“十四五”
期间将继续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接续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三大革命”“三大行动”，下“绣花”功夫建设美
丽乡村，打造徽风皖韵美丽乡村升级版。

“根据规划， 今年全省计划再改厕 30 万户左
右。 到‘十四五’末，农村卫生厕所将基本普及。 ”省
农业农村厅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处长汤洋介绍。

厕所建得好，还要能长期用。 据汤洋介绍，目前
农村厕所等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机制有待完善，部分
地区长效管护机制不健全， 重建轻管现象仍然存
在，难以适应农村人居环境和村庄小型基础设施建
设的实际需要。 为此，去年，我省总结提炼 19 个一
类县和 2020 年度 13 个长效管护机制示范县创建
成效，精选 14 种模式供各地参考借鉴，创建 16 个
农村改厕与长效管护机制示范县， 全省已建立了
1200 多个农村改厕乡镇管护站，基本实现农村改厕
管护服务乡镇全覆盖。 农村改厕管护体系延伸到了
1.2 万个行政村。

“培翠家的厕所出粪口盖板有破损，请安排修
复。 ”去年 12 月 23 日上午，大柳镇华严庵村的网
格员朱韩国在微信群里汇报了这一情况。 当日下
午施工队就赶到了现场进行修复 。 “难怪这几天
一下雨就闻到臭味，原来是盖板坏了。 ”看着施工
人员忙碌的身影 ，村民席培翠说幸亏网格员发现
情况 ， 如果老人小孩夜里上厕所踩到盖板上 ，后
果不堪设想。

汤洋介绍， 今年全省将新创建 16 个粪污资源
化利用和长效管护机制示范县。 坚持建管并重，引
导和推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建立政府引
导、村级组织和农民参与、市场运作三者相结合的
改厕后续管护机制。

建设 4000个左右美丽乡村中心村、40000个左右美丽宜居自然村庄

乡村开启“美颜”模式

走进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金塔
村金湖中心村， 一条刚完工的沥青
柏油路映入眼帘。 道路延展串起一
处处洁净的农家小院。 只是一年时
间， 这个昔日破败脏乱的村落已蜕
变为宜业宜居的美丽乡村。

“我在河北石家庄打工多年，回
家一看简直认不出来了！ ”村民许俊
峰说，往年春节回家过年，吃得住得
都好，就是环境太差。 这次回家大不
一样了， 不仅沥青柏油路铺到家家
户户门口，连小车停车位都有了，而
且有公厕、小广场，还安装了路灯 ，
夜间串门时再也不用走黑路了。

从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问题入手， 我省大力推动美
丽乡村中心村建设。 “去年省级财政
安排美丽乡村建设资金约 7.94 亿
元，国家财政资金约 2.35 亿元，此外
市级按照每年不少于 5000 万元，县
级不少于 1000 万元配套投入，全面
推进 767 个美丽乡村省级中心村年
度建设任务。 ”汤洋介绍，目前全省
已建和在建美丽乡村中心村累计
9598 个， 其中省级中心村 6558 个；
建成美丽乡村中心村 8290 个，其中
省级中心村 5791 个。

美丽乡村激活美丽经济， 城乡
融合催生乡村新产业， 农民群众的
经营收入不断提高。

“北关古道清流河，坡顶花窗鹊

尾多，白墙灰砖农家院，徽冠苏衣美
做合。 ”从这首小诗可以看出南谯区
北关村的巨大变化。 当地依托“特色
产业+旅游+采摘”的模式，大力发展
“城郊型” 特色农业和旅游采摘业，
去年全村总收入 2000 余万元。

根据规划，到 2025 年，我省将努
力实现美丽乡村“441”建设目标，即建
设 4000个左右美丽乡村中心村、4万
个左右美丽宜居自然村庄，提升 1000
个左右乡镇政府驻地建成区建设水

平，服务功能向周边村庄延伸。确保美
丽乡村建设覆盖直接受益人口占全省
农村常住人口比例 40%左右。

建设中， 我省要求坚持注重实
效，防止“形式主义”，坚决杜绝以高
密度城市建设方式建设乡村。 全省
乡村依据地理和风貌特征， 分为皖
北片区、皖中片区、沿江片区 、皖西
片区、皖南片区，建设各具特色和魅
力的美丽乡村， 形成徽风皖韵的美
丽风景。

■ 本报记者 史力

“十四五”期间，我省将继续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三大革命”“三大行动”———

黄山市黄山区新丰乡青山村归一山房（公厕）。 （资料图片）

�� 黄山市徽州

区岩寺镇虹光村

全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