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
王立彬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
也。”当前春管春播正由南向
北大面积展开，要不失农时，
抓春管春播，确保夏粮丰收,
打好全年农业生产第一仗。

今年夏粮生产是一场硬仗。 2021年
罕见秋汛对今夏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是

当前的最大困难。 秋汛使河北、 山西、山
东、河南、陕西 5省 1.1亿亩小麦晚播约半
个月。 虽然播种面积与上年持平，但苗情
形势复杂， 夺取夏粮丰收面临空前挑战。
夏粮占全国口粮的四成，对保供给、稳预
期意义重大。 要背水一战，确保夏粮丰收。

“春分麦起身，水肥要紧跟。”眼下正
值春分时节， 春分三候是小麦生长重要
关口， 北方小麦主产区正值小麦返青关
键期，苗情有提升空间。 据各地监测，通
过科学追肥，加强后续田间管理，促进苗
情及时转壮升级，加上今春降雨较多、墒
情不错， 目前一二类苗比例比冬前大幅

提高。
稳住基本盘，首先是稳

产量，关键在稳面积。“春种
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要着

力落实春播面积， 双季稻产区千方百计
稳住早稻面积，力争有所增加；东北地区
要全力扩大豆、稳玉米；西南地区要挖掘
潜力扩大玉米种植， 西北地区要因地制
宜扩大春小麦面积。

“戴着口罩备春耕，防疫农活两不误”
“进大棚，戴口罩”，各地的地头宣传车、乡
村“大喇叭”，提示着这是疫情防控下的又
一个农业生产季。各地要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农机农技服务、化肥
种子供应充足，运输畅通无阻，做到疫情
防控和农业生产“两手抓”“两不误”。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只要我
们不误农时，秉持“春争日”的精神，一定
能够稳住农业基本盘，稳住 2022 年平稳
健康经济环境。

3月 30 日，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梧北小
学学生，在老师带领下走进梧桐村梧桐谷的
油菜花田采风写生。当日，该校开展“寻找春
天，感受家乡美好春天”主题实践活动，组织
孩子们去野外踏春、写生、放风筝，以此丰富
乡村少年的“第二课堂”。

本报通讯员 周方玲 魏明慧 摄

“第二课堂”
感受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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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高新区：率先发布新政策 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

中国声谷双子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一角。。

鼓励重大项目落地、 鼓励人才创新创业、鼓
励自主创新、加强科技金融服务、鼓励上市融资、
支持重点产业发展……为了加快建设世界领先
科技园区，日前，合肥高新区率先出台了《合肥高
新区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若干政策措施》（以
下简称《若干政策措施》），从企业发展全生命周
期提供人才、融资等各类创新要素供给，到智慧
服务简化程序等举措， 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高
质量发展， 政策体系瞄准产业发展的痛点、难
点，精准施策，将有力有效助推企业发展壮大。

瞄准企业痛点难点

新政策实现四大突破

高新区财政局介绍，《若干政策措施》 在政
策创新、政策力度、精准支持、支持重点项目四
大领域都实现了新突破。

其中，在改革创新方面，以产业为主导，围
绕重点、热点产业，出台“专精特新”、生物医药、
空天信息、网络安全、北交所上市、低碳环保等
新政策。 同时， 支持中国科大重点科技成果转
化、支持高新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人才是
创新的核心支撑， 合肥高新区也出台高层次人
才、大学生创业和企业孵化的专项政策，着重优
化创新创业环境，让资金血液直输创业企业，培
育更多的科技创新创业主体，集聚创新资源，培
育创业沃土。

在拉高标杆、 增加政策力度方面，《若干政策
措施》着力提升政策激励性，加大知识产权、规上
企业、海外业务的支持力度，激发企业走出去。 同
时深化金融供给改革，新增自贸贷、科大校友贷等
金融产品， 革新转型升级贷、 融资租赁的支持方

式，实现企业融资弱担保、低成本、高效率。 另外，
还结合高新区区情， 承接市级固定资产投资补助
政策，新增投资统计奖励，助力经济发展。

在把握企业需求、 精准支持方面，《若干政

策措施》更注重为企业“雪中送炭”，以企业需求
为原则，对实施效果好、契合“十四五”发展方向
的条款，加大支持力度，针对资金、人才等企业
最直接、最急切的需求，对症下药，新增更为有
效的条款，把政策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

在招大引强、 支持重点项目上，《若干政策
措施》突破原有支持方式，从项目落地到发展壮
大，从租房招才到股改上市，出台多方式多阶段
的个性化专项政策， 让重点项目带动园区产业
集群整体提档升级，促进园区新一轮跨越发展。

全周期提供各类要素供给

开展“免审即享”试点

高新区财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精准
施策，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若干政策措施》从企

业初创期到成长期、成熟期，从企业上市到成为
行业龙头，全生命周期匹配“人、财、物、服”等全
方位支持政策， 引导企业走专精特新、 国家高
企、上市企业道路，缩短梯度竞升时间，加速企
业成长壮大。

在人才要素方面 ，政策从校企合作 、政企
合作 、同业合作 、以老带新等多维度方式破解
用工难题 ，同时出台发布全球引才需求榜 ，对
引进接榜人才分年度给予奖励。 此外，高新区
还在合肥市首创 ，支持企业通过设立 “人才飞
地”，实现异地聚才 、引才 、用才 。 融资要素方
面 ， 高新区制定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成
长等企业的融资方式和差别管理政策 ， 在全
省率先出台北交所上市政策 ， 积极调动区内
企业抓住上市机遇。 在创新要素方面，新增高
新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自贸创新政策 ，加大
对雏鹰企业、“双五”企业、新经济 、孵化器 、自
建应用场景等研发费用补贴支持力度 ， 同时

深化与中国科大合作 ， 出台支持中科大重点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 打造享誉全球的科技创
新策源地。

为了打造“4312”产业集群，支持制造业与
服务业融合发展 ，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性
和现代化水平 ，《若干政策措施 》 紧扣生物医
药、空天信息、环保低碳等热点产业，聚焦工业
企业规模化、高新技术化，加大集成电路、软件
信息 、网络安全等产业支持力度 ，推动产业集
群集聚发展。

此外，高新区也专门开发了“高新智策”小
程序，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 企业只
要“扫一扫”，即可精准推送适用政策条款、估算
政策额度等。 同时，高新区将开展“免审即享”试
点，选取部分条款，采取“无感审批、自动兑付”
的方式，进一步简化政策兑现流程，让企业足不
出户即可享受政策资金“送上门”，切实提升市
场主体的满意度。

八年投入财政资金上百亿元

撬动社会资本五百亿元

合肥高新区是 1991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
的首批国家级高新区， 经过 31 年的奋力发展，
建成了中国科大先研院、量子信息研究院、国家
类脑实验室等协同创新平台，培育了科大讯飞、
华米科技等一批领军企业和近 2000 家高新技
术企业，形成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
等高端产业集群。 合肥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战
略性新兴产业、 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连续
保持两位数增长， 在 169 个国家高新区综合排
名中稳居第一方阵。

近年来， 高新区全力打造世界领先科技园
区，持续优化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环境，不断完
善“双创”和产业扶持政策体系，从 2014 年实施
扶持产业发展“2+2”政策体系，升级到 2020 年
“建设世界一流园区”政策体系以来，累计投入
财政资金 102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近 500 亿元，
惠及企业超 3 万家次， 大大激发了产业发展的
活力与动力。

讲述村里的“红色往事”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黄顺

淮北市烈山区古饶镇草庙村村委会
副主任赵先强， 自掏腰包搜集整理历史
资料， 参与筹建草庙圩子淮海战役华东
野战军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并担任义务
讲解员，受众数万人次。

“草庙村又叫草庙圩子。1948年 12月
2日， 粟裕率领华野指挥部从宿县时村西
大张家进驻草庙……”近日，在纪念馆内，
围绕着发生在草庙村的“红色往事”，赵先

强向前来参观的草庙小学学生娓娓道来。
纪念馆的筹建是在 2018 年。时任村

委会主任的赵先强， 了解到当年粟裕将
军带领部队驻扎在草庙， 为淮海战役作
出重要军事部署。 “这是草庙村的光荣和
财富，挖掘、整理、保护、传承这些红色文
化，具有重要意义。 ”赵先强说。

为挖掘、整理、搜集草庙村的红色故
事和历史遗存，赵先强赶往全国各地走访
淮海战役的亲历者。 其间，他跟随淮北市
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等部门的同志，三
次前往北京等地采访了多位战争亲历者，

收集英雄事迹材料。 北京新四军研究协
会、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宿州市新四军
研究协会、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永城陈
官庄淮海战役纪念馆、萧县蔡洼淮海战役
总前委旧址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自
掏腰包购买红色书籍、报纸，记录收集红
军故事、红色歌谣，收集英烈事迹材料。

2019 年 9 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草
庙圩子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旧址
纪念馆建成。去年 4 月，安徽省首批革命
文物名录公布， 草庙圩子淮海战役华东
野战军指挥部旧址名列其中。

纪念馆建成后， 赵先强经常来馆里
担任义务讲解员。 一张老照片、一盏旧油
灯……每一段历史往事、每一件展品背后
的故事，他都讲得有声有色。 3年多来，150
多家单位前来草庙村开展党史学习， 接受
红色教育，赵先强被称为“村主任讲解员”。

“目前，指挥部原址复建正在开展，
村里正谋划依托红色资源优势， 大力发
展红色旅游。 ”赵先强告诉记者。

2020 年，他当选淮北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 “十佳百姓宣讲员”，2021 年 10 月
被评为“中国好人”。

·百姓故事

“挑战杯”决赛我省高校获佳绩
本报讯 （记者 殷骁）3 月 31 日，记

者从团省委获悉， 在近日举行的第十七
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终审决赛中， 我省高校获得特等
奖 1 项、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5 项、三等
奖 28 项。

本届竞赛中，安徽农业大学的“防治
植物病害的‘青霉素’———白蚁共生菌来
源的新型农用杀菌剂研究” 项目获得特
等奖，安徽工业大学的“宝宝用电守护神
儿童安全智能电路转换器”项目，以及安
庆师范大学的“真弹琵琶还是徒有虚名：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结

构性困局及破解———基于皖浙两省 14
市的深度考察”获一等奖。

为更好地备战第十七届 “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我省自
2021年 1月起开展第九届“挑战杯”安徽
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省 10
万余名大学生报名参赛，最终选出 9所高
校 18件作品入围国赛终审决赛。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
育部、全国学联和地方政府共同主办，被
誉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奥林匹克”
盛会。

铜陵开通公益心理健康咨询热线
本报讯（通讯员 吴彬 路璐）3 月 28

日，铜陵市“心星驿站”巾帼志愿服务队
疫情防控期间公益电话心理咨询及疏
导服务热线开通， 为有需求的市民提供
情绪疏导线上服务， 引导大家保持乐观
健康心理。

该热线的团队是铜陵市“带爱回家”
公益协会———“心星驿站”巾帼志愿服务
队， 组成人员是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

书的心理老师。 心理咨询及疏导服务时
间为即日起到疫情结束。

该项服务的对象为疫情防控一线
工作人员 、 因疫情隔离留观的人员和
家属 、 因疫情导致的有心理压力的群
众。 当地市民可通过关注 “带爱回家 ”
公益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咨询 。
心理咨询师将电话解答与疫情相关的
心理困扰。

携手栽红枫 共育“化解林”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谭昌领

“多亏调解员化解，我心里的疙瘩解
开了。没了思想包袱，日子过得很舒心。”
濉溪县孙疃镇四李村的村民李成立说。

在该镇近日举办的同植“矛盾化解林”活
动上，李成立给刚种下的红枫浇水，脸上
洋溢着笑容。

2021年 7月，李成立与邻居李家庭因
一条巷子产生摩擦，双方各不相让，多次
发生争执。 最近，孙疃镇在乡村矛盾排查

中，村网格员入户了解到，两家房屋间有
一条间距 1.6 米的巷子，纠纷因“分巷”而
引发。 镇村工作人员以“六尺巷”故事为例
开导，循循善诱，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今年的植树节前夕， 孙疃镇决定在
任李村的村道上开辟一段“矛盾化解林”，

邀请信访当事人参与植树活动。包括李成
立在内的 10 多名信访人报名参加。 镇负
责同志、镇村调解员、信访当事人等来到
植树现场，刨坑、填土、浇水……大家争
先恐后，有说有笑，一个上午时间在道路
两旁种下 100 株红枫树苗。

“植树活动拉近了我们和信访人之
间的距离。”孙疃镇党委书记潘海船说，很
多信访问题都是小纠纷引发的，在这条路
上打造一片“化解林”，目的是倡导人们：
多一分谦让与包容，多一分理解与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