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职工勇救落水男子
本报讯（记者 袁野 通讯员 方彦）近日，舒城

县供电公司职工见义勇为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
3 月 13 日上午 9 时许， 国网舒城县供电公司

城郊中心供电所客户经理黄礼佳正在城关镇付圩
村孔集小学旁的大桥处开展服务。突然，附近一台
正在施工的挖机滑下河堤。

黄礼佳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 爬上挖掘机拽
开驾驶室门。 他发现驾驶员神志清醒，受伤不重。
但驾驶员告诉他，有一个人被连带着掉入河中，生
死不明。

爬出驾驶室， 黄礼佳看见挖掘机斗臂前一名
中年男子一动不动。他再次跳入河中，奋力将伤者
拖上斗臂。

“肺里有积水。 ”在部队学过急救的黄礼佳立
即对伤者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几分钟后，伤者轻哼
一声，嘴里吐出一口积水。 随后，黄礼佳急忙呼叫
岸上人员帮忙，将伤者抬上岸，并送上救护车。 而
他，默不作声地离开现场。

目前，伤者刘某经抢救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
接受后续治疗。

荩 3 月 17 日，当涂县“太阳花”志愿者冒雨在核酸检测点
维持秩序。 当日，当涂县妇联组织“太阳花”志愿者开展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通讯员 赵树春 摄

▲ 3 月 17 日，在合肥市庐阳区藕塘社区新荷北苑小区，
干部和志愿者在对外来人员进行登记和体温测量。 日前，
合肥市抽调 2000 多名市直机关工作人员开展一线疫情防
控工作。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志愿者在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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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顶层设计 城乡一体规划

池州“四绿并重”推进国土绿化
本报讯（记者 徐建 阮孟玥）近年来，池

州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
“四绿并重”推进植树造林、国土绿化和全国
绿化模范城市创建。

池州市高起点编制创建全国绿化模范
城市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引“绿”。 该市提出
“一核、四级、三区、多点”的城市绿地总体布
局，将城市建成区与城郊、森林与园林进行
有机衔接，加快构建覆盖全市域的大生态体
系。 目前，该市林地面积达 55.24 万公顷，升
金湖自然保护区获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
地生态学国家长期科研基地”“全国林草科

普基地”； 九华府金莲智慧农业有限公司发
展林下黄精产业，入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
下经济发展典型案例； 安徽鸿叶集团荣获
“中国竹吸管龙头企业”称号。该市在全省率
先完成森林碳汇资源本底调查和林业碳汇
指数保险第一单，“安徽池州市探索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 作为基层林草治理好经
验，向全国推广。

该市率先开展“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
公益活动，全民植树造“绿”。截至目前，已有
池州日报社等 16 家单位参加“认种认养”活
动，600 多人参加“爱绿护绿”活动 ，合计收

到公益捐款 12 万多元；107.3 万人次集中义
务植树 480 万株，累计建立领导造林绿化点
41 个、纪念林基地 32 个，义务植树建卡率、
尽责率分别达 100%、89.5%。

该市大力推行 “林长制”， 城乡一体增
“绿”。 统筹推进林业增绿增效行动、城镇园
林绿化提升行动、 美丽乡村建设、“六治”行
动等，下好城乡绿化“一盘棋”。截至目前，已
造林 372 万亩，其中人工造林 22 万亩，森林
质量提升 350 万亩。

同时，该市制定实施城市绿化、古树名
木保护等一系列管理办法 ， 精细管理护

“绿”。 配备园林绿化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市
3955株古树名木全部实施挂牌保护、责任养
护， 建立专业和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 49 支
1269 人、专兼职护林员 2634 人，在九华山建
立全省首个森林防火空中巡查基地。 去年，
池州市林业局被推荐为全国绿化先进集体。

·编后·
池州市统筹山水田林路， 城乡一体规

划，全民参与推进，绿化工作向数量和质量
并重转变，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
色，让绿色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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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国疫情多发频发，
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疫情反复
再次警示我们，抗击疫情不可
能一蹴而就，狡猾的病毒会钻
任何防控的漏洞反扑，要打赢
这场持久战，必须态度坚决、科
学精准、高效处置，不惧怕任何
困难，也不能放过任何隐患。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
策略、“动态清零” 总方针不动
摇、不放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抗疫成就。 但在经历了两年多
的持续作战后，一些地方管理
上出现疏漏，有些抗疫细节抓
得不够紧不够实出现偏差。

特殊时期，必须拿出特殊
精神，体现特殊担当。 不能因
为持续时间长 、压力大 、疲劳
而麻痹松懈，更不能因为此前
取得的成就放松警惕、侥幸松
劲儿。

行百里者半九十， 只要没
到达终点线，就不能轻言成功、

歇脚停步。 当下，疫情较重地区正在从严从紧
开展防控工作，核酸筛查范围要更大，流调排
查要更快，转运隔离要更及时，落实集中隔离、
居家隔离、 封控区和管控区管理措施要更严
格，阻断社区传播要更彻底。 必须要慎之又慎，
打起十二分精神跑赢病毒，努力用最短时间实
现社会面清零。

特殊时期，还要有环环相扣、锱铢必较的严
谨细致。 与病毒赛跑，任何环节和流程，哪怕是
点滴闪失， 都可能影响整体防疫节奏和成效。
现实要求我们，人人都是第一责任人，都在防
疫第一线， 只有每个人在每个点位守好职责，
居家的不添乱，一线的不放松，守望相助共克
时艰，才能筑牢防疫屏障。

抗击疫情的两年多时间里， 我们始终如履
薄冰、枕戈待旦，经受住了一轮又一轮考验，不
断提高对病毒的认识和防控能力。 当前，我们
更需以更大的决心、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
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尽快控制局部聚
集性疫情，打赢这一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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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铜陵皖韵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房小丽忙得连轴转，因为这时正是四川成都蒲
江丑柑鲜果上市时节，为让新鲜的丑柑快速销
售出去， 房小丽带领她的直播团队飞往蒲江，
开展线上直播销售助农活动。

在蒲江县红合村的柑橘园里，面对房小丽
和直播团队的现场采访，当地村民邹奶奶的回
答响亮、干脆。

“蒲江丑柑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易剥皮、
有香味，肉质柔软多汁，口感很甜。 ”面对镜头，
房小丽驾轻就熟，直播间里网友们下单踊跃。

直播告一段落，房小丽马不停蹄地赶到公
司设在蒲江县的中转仓。 偌大的仓库里，几十
名工人正忙着分拣、打包、贴快递单。 码放整齐
的近万箱新鲜丑柑， 由叉车一一运至大货车
上，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这段时间，每天发出的
丑柑都在 1万箱以上。

“我们村三分之二的丑柑都依靠房总帮忙销
售。 ”红合村党委副书记彭俊英说，丑柑是该村特
色产业，发展如此红火自然离不开销路保障。

房小丽告诉记者，自 2018 年至今，他们以
电商形式帮助蒲江县果农销售丑柑约 200 万
公斤。

1987年出生的房小丽，从事水果生鲜等销售
已有 6个年头。 2016年以前，她是电梯销售员。 6
年前的一次旅行，她尝到云南朋友家香甜扑鼻的
芒果后，便萌生了创业做水果生意的想法。

“这么好的东西，如果用心去做推广，一定
能有好的市场前景。 ”房小丽告诉记者，当时微
商火爆，但大多以护肤品、保养品居多，做生鲜
水果的较少，所以她锚定了方向，只身前往云
南打拼。

起初，房小丽独自一人接单、打包、发货，
后来，她在云南普洱成立公司。 2018 年，故土难
离的房小丽，最终选择返回家乡铜陵重新组建
创业团队。

房小丽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她曾经历过合作果农受灾、水
果无法按时交货等诸多挫折，但凭借诚信与踏实，她经受住了考验。

如今，房小丽先后注册成立铜陵皖韵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徽房
紫商贸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6 年来， 她的公司助农销售各类水果约
1000 万公斤， 年销售额从 2018 年的 1000 万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1.07
亿元。 除在蒲江建立中转仓外，她还在广西南宁、湖北秭归、陕西周
至、重庆万州等 8 个水果原产地建立中转仓。

“在蒲江的 3天行程，忙碌又充实。”房小丽说。安排好蒲江丑柑线
下采摘、线上销售工作后，房小丽坐上成都开往重庆的高铁，去往万
州血橙基地，开启血橙线上销售之旅。 用房小丽的话说，一年 365 天，
她大约有 300 天穿梭在山村、田野。

“虽然我的创业之路走得很辛苦，但每当看到大山深处果农脸上
绽放的笑容， 感到我的苦没有白吃， 电商创业助农增收是很值得骄
傲、也很幸福的事。 ”房小丽告诉记者。

·百姓故事

黄山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本报讯（记者 吴江海）记者 3 月 17 日从黄山市创建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动员大会上获悉，该市将建立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
提高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能力， 提升食品全链条质量安全保障
水平。

黄山市把创建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 落实党政同
责，创新监管举措，强化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工
作责任制和评议考核机制，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 同时，结合黄山
实际，加强风险监测，开展农药化肥减量增效行动，深化食用农产品
源头治理，打造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培育黄山绿色食
品品牌。

该市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落实属地责
任、监管责任、主体责任，加强智慧监管，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强化技
术支撑，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推动基层市场监管所、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站、 食品和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快速检测
室建设，力争不发生重大及以上食品安全事故。

六安铁海联运助力企业出口

本报讯（通讯员 陈贤涛 记者 袁野）近日，安徽明牛羽绒有限公
司一个满载羽绒羽毛制品的集装箱从六安站起运， 六安市作为铁海
联运起运港完成首单贸易， 标志着今后该市外贸企业货物从 “家门
口”就能直接出海。

近年来，海运集装箱出现“一柜难求”的情况。 六安市商务局联动
中外运安徽有限公司主动作为，经过多次沟通协商，开通“OOCL 六安
站起运”外贸出口航线，由东方海外货柜航运（中国）有限公司 OOCL
在六安站提供空箱、舱位、海运价格等服务，经过“六安—宁波”铁路
从宁波港装船出海，在六安海关报关。 通过该模式，每个货柜可节约
运费约 3000 元， 这将有力缓解六安市出口企业货物外运难问题，并
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

六安市自 2021 年以来不断优化开放型经济环境，着力发挥优势，
补齐短板，全市进出口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021 年，该市实现进
出口 15.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增幅居全省第 3 位，高于全国 16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10 个百分点，创历史最好水平。

科技助农 致富有方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徐瑞成

“建议搭建浮性食框，坚持少量多次
原则，投喂量应根据天气、水温、水质和
摄食状况作适当调整，每日投饵 2 次至 4
次即可，切忌过量投喂。”3 月 14 日，淮南
旺贝源农牧科技公司负责人李一带着水
产营养专家， 来到毛集实验区焦岗湖镇
养殖户潘安新的水产养殖基地， 现场诊
断水质状况并传授养殖技术， 这让潘安
新从事水产养殖更有信心了。

“我今年又承包了 60 多亩水面 ，有

科技撑腰，预计收益 40 万元左右。 ”潘安
新从事水产养殖已有 30 年，重点养殖皖
北市场认可的龙虾、草鱼、鲫鱼等。 潘安
新的养殖基地是淮南旺贝源农牧科技公
司的科技助农联系点， 借助公司科技专
家的智力优势、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这
几年收益可观。

科技助农、致富有望，像潘安新一样
尝到科技致富甜头的还有毛集镇大郢村
养猪大户徐从科。

“科学合理搭配的猪饲料，可以提升
猪肉品质，还可以让猪尽快出栏，降低猪
的出栏周期。 如果市场好的话，每年至少

赚 30 万元。 ”徐从科告诉记者，他在淮南
旺贝源农牧科技公司指导下，科学养猪，
并且依靠养猪盖上两层楼房， 开起小轿
车，日子过得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近年来， 毛集实验区建立健全产业技
术推广体系，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广“企业+合作社+基
地+养殖户”发展模式，推进订单渔业、农超
对接、 电子商务、 网上交易等新型交易方
式，鼓励农户依靠科技增加收入。记者了解
到， 该区2021年实现农业总产值10.9亿
元，同比增长8.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8338元，同比增长10.5%。

四部门联合开展专项科普活动

指导老年人识别假冒保健食品

本报讯（记者 夏胜为）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省委老干部局、省民
政厅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印发通知， 自 3 月中旬起至 12 月开展
保健食品科普宣传“进老年大学、进养老机构、进干休所”活动，面向
老年消费者集中宣传保健食品知识，引导老年消费者合理选择、科学
食用保健食品，自觉抵制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

此次活动重点开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宣传，采用“专家讲
座”“科普讲堂”“名人访谈”和发放知识读本、选购提示等方式，揭示保
健食品欺诈的常见套路及虚假宣传主要手法， 帮助老年消费者了解
和掌握选购保健食品必备常识，指导识别假冒保健食品，提升防骗、
识骗能力。

通知要求，全省市级部门举办不少于 3 次科普宣传活动，县（区）
级部门举办不少于 2 次科普宣传活动， 基层市场监管所力争做到辖
区内全覆盖。

交警暴雨中救援被困群众
本报讯 （记者 徐建 阮孟玥）3 月 16 日至 17

日，池州市石台县普降大暴雨，致使秋浦河水位暴
涨，全县部分乡镇出现洪涝灾害，多处出现山体滑
坡。当车辆被困水淹路段时，当地交警迅速组织救
援，成功救出数名被困驾乘人员。

据当地气象消息，此轮降雨始于 16 日夜间至
17 日 17 时， 该县有 3 个站点降水量大于 200 毫
米， 最大降水量为琏溪村 239.9 毫米。 17 日中午
12 时许，横渡镇古潭路段公路被洪水淹没，两辆
小汽车欲强行冲过水淹路段未能顺利通过， 数名
被困驾乘人员爬上车顶求援。 当地公安交警立即
赶到救援。 交警趟过齐腰深的洪水来到被困小汽
车边，将被困小男孩送往安全路段，随后赶到的一
台铲车将两辆小车上的被困人员全部救出。

·社会广角·

3 月 17 日 ， 合肥市蜀
山区光明社区辖区的党员、
企业员工及社区工作人员

和爱心居民等 300 余人，在
防疫志愿服务队的有序引

导下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当
日共献出 6 万毫升血液，为
纾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

势下合肥市的临床供血紧

张现状献爱心。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爱心献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