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很多人“谈核色变”，黑色三叶型的
电离辐射警告标志，让人心生畏惧。 但
你可能不知道， 应用核技术的产品，正
走进千家万户。

注意观察，某品牌方便面的包装上
印着“脱水菜、香辛料采用辐照灭菌技
术处理”，某品牌无骨凤爪的包装上“辐
照食品”字样醒目。 除了食品，当下疫情
防控物资，如“大白”防护服、一次性手
套、咽拭子试管等等，有很多是通过辐
照实现快速灭菌。

辐照灭菌是什么原理？ 辐照后的产
品安全吗？ 辐照设备本身运行如何确保
安全？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到合肥
两家企业实地探访。

消毒灭菌 展现独特优势

在辐照灭菌领域，电离辐射源应用
广泛的有电子束、钴-60 放射源。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杰能辐照科技
有限公司即利用高能电子束辐照灭菌。
在企业车间外，记者看到，工人正将一
箱箱葡萄干从货车上运下来，准备接受
辐照。 车间里，一箱箱包装完整的乳胶
手套正在传送带上，往防护迷道的深处
移动，迎来的便是一台电子直线加速器
的辐照。

该公司负责人李法洲说，公司配备
10MeV、10KW 电子直线加速器一台，利
用该装置产生的 10MeV 能量高功率电
子束的电离辐射效应，破坏微生物核糖
核酸、蛋白质等，起到消毒灭菌作用。

李法洲说，辐照不改变被照射物质

的化学成分，不生成有害的物质 ，辐照
加工时温升小， 因此被称为冷加工技
术，不影响食品的营养成分；对包装好
的产品不用打开包装即可消毒灭菌处
理，不存在二次污染。

应用核技术，安全摆在第一位。 李
法洲说，在使用过程中设置多道相互独
立的安全联锁装置， 包括钥匙联锁、门
机联锁、束下装置联锁、巡检按钮、光电
联锁、急停按钮、烟雾报警等，触发任一
联锁装置，系统将自动停止运行 ，从而
保证安全。

管理方面，辐射工作人员需要通过
由生态环境部组织的考核方可上岗。 企
业定期对辐射工作人员开展辐射安全
培训， 为每名人员配备个人剂量片，定
期进行剂量监测。

屏蔽辐射 筑起超厚墙体

尼普洛医疗器械（合肥 ）有限公司
位于合肥经开区。 该公司主要产品之一
是透析器，属于无菌医疗器械，需要在
出厂前进行灭菌工艺处理。

走进灭菌生产部车间，迎面看到车
间深处有一堵高大的混凝土墙体。

该公司灭菌生产部课长张文明说，
灭菌生产部采用钴-60 放射源灭菌。 放
射源辐照装置就在屏蔽墙体围成的空
间里，墙体的厚度有 1 米，顶部厚度则
近 2 米。 在需要灭菌时，放射源由贮存
位上升到工作位，这时放射源的辐射就
可以作用在传送带上的产品，实现消毒
灭菌的效果。

如何确保放射源安全运行？ 张文明
说，从硬件和管理上确保安全。

使用过程中
有多道安全措施 。
放射源在工作位置
时，辐照装置的周围可
以看到有明显的指示
灯。 如果有人员进入会触发
安全联锁 、报警 ，放射源会
第一时间回到贮存位而保证
安全。

放射源在工作位置时， 相关
的剂量仪表会投入使用，如果出现剂量
异常会触发报警，放射源会自动回到贮
存位。

灭菌生产部设置多道安全联锁装
置，如停电、气路压力低、地震等问题，都
会在出现异常时第一时间触发报警。

张文明说 ，管理上 ，定期对辐射工
作场所及贮源井水质进行监测 ， 对每
名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 。
辐射工作人员通过由生态环境部组织
的考核方可上岗。

多重防护 确保运行安全

我省核技术利用状况如何？ 对辐照
灭菌、核安全防护，监管部门怎么看？

省生态环境厅核安全处主任科员
陆一鸣表示，目前，我省核技术利用项
目总体规模在国内处于居中靠前的位
置。 根据生态环境部 2021 年底的统计，
在用放射性同位素数量超过 3000 枚 ，
居全国第 14 位； 在用射线装置近 9000
台，居全国第 10 位。

陆一鸣表示，辐照在当前社会生活
中的应用广泛，辐照产品有食品、药品、
医疗器械等。 合肥杰能辐照科技有限公

司用高能电子束进行辐照灭菌，尼普洛
医疗器械（合肥）有限公司使用具有极
高放射性强度的钴-60 放射源灭菌。 经
过灭菌后的物品能够延长保存期限，同
时不会使物品本身产生放射性。

在安全防护方面 ， 由于辐照装置
放射性强度高 ，会建设非常 “结实 ”的
屏蔽设施， 有些屏蔽墙体的厚度甚至
超过 1 米。 为防止人员误入，还需要安
装门机联锁、 光电联锁等一系列辅助
防护设施。

“硬件防护只是确保核与辐射安全
的一环，还需要核技术利用单位增强安
全意识、政府部门有效监管。 我们非常
重视后两者的有机融合。 ”陆一鸣表示，
尤其是通过监管来促进企业绷紧“安全
弦”， 通过不定期举办核技术利用单位
法人短训班、管理人员培训班，监督执
法期间开展核安全文化宣传、操作人员
座谈会、播放警示片等形式，增强核技
术利用单位做好核与辐射安全管理的
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核安全。

近日，合肥市包河区南淝河畔，生态绿廊初现雏形。 昔日尘土飞扬的砂石货场码头正“变身”滨水公园。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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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连线治污染

■ 本报通讯员 张德红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收到群众来信，
反映一林场有人倾倒大量固体废物。 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如何开展核查成为
难题。 若不及时处置，固体废物可能会
对倾倒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及
时与事发地生态环境执法支队取得联
系，通过移动执法系统，远程指导开展非
现场核查。 属地执法人员在省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信访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利用搭载了视频监控装置的无人
机，确认倾倒点具体位置，估算了固体废
物倾倒量，会商了采样监测、调查取证及
生态修复等工作方案。 信访件由此得到
及时办理。 目前，属地监管部门已对涉
案企业依法立案查处。

远程视频连线，支撑了问题研判和
解决。 无为市一居民反映，当地一小区
临街楼房里的饭店，经常向小区绿化带

内排放泔水和污水，气味难闻。
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根

据当地疫情形势和小区特点， 运用视频
连线方式， 远程指导属地监管部门开展
核查。 属地生态环境执法机构会同当地
城管、住房和城乡建建设等部门，对小区
进行现场核查。经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
实。当地多部门共同约谈了饭店负责人，
提出整改意见。

“当前 ， 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 ，环境信访工作不能停滞 ，一旦处置
不及时 ， 相关问题可能会对生态环境
造成破坏。 ”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局负责人表示 ， 需要转变工作思
路和方法 ， 在环境信访工作人员不能
到现场开展核查的情况下 ， 积极探索
利用移动执法系统非现场核查信访反
映的问题 ，及时查明环境违法行为 ，提
高信访办理效率。 近期执法案例，为在
疫情防控期间及时有效办理环境信访
投诉找到了可行性答案。

“智慧大棚”助增收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本报通讯员 黄佩佩

每天早上天刚亮， 望江县高士镇洗
粉村的温室大棚里就热闹起来。“今天早
上采摘的是菠菜、白菜薹、香菜，马上打
包装车后就送去各大菜市场。 ”前不久，
村民陶云一边将采摘好的菠菜打捆装
车，一边介绍说。

近年来，随着镇里建设农业产业园、
发展设施农业，大棚内的设施升级了，通
过智慧农业服务平台， 利用智能传感技
术，能实时监测大棚内果蔬情况，自动分
析识别大棚内温度、湿度、土壤肥力等。
搭建在基地的虫情测报灯和杀虫灯，可
以诱捕杀虫，绿色环保。

檀国宏是洗粉村大棚蔬菜种植
户，建有新型日光连体温室大棚 7 座 ，
主要种植菠菜 、茼蒿 、莴笋等 10 余种
果蔬，实现温室大棚四季有收获 ，在建
设和运营过程中带动了 60 多名农户
增收。 今年，檀国宏的大棚里用了不少
新科技。 “利用手机 ，随时能看到蔬菜
大棚内的温度 、湿度等数据 ，还能用手
机遥控浇水 。 ”檀国宏说 ，手机已经成
为他的新农具。

离洗粉村温室大棚不远的武昌湖
畔， 村民徐结楼正在武昌圩西北角的田
里和工人们一起搭建水稻育秧大棚。“去
年下半年种植的1000余亩油菜， 长势良

好，预计产值超过160万元。 现在正在为
再生稻育秧做准备， 今年要种植1000亩
再生稻。”徐结楼说。圩内油菜长势良好，
他对接下来的水稻种植充满信心。“自从
接入智慧农业系统之后， 我每天打开手
机查看武昌圩内苗情生长情况， 都成习
惯了。”58岁的徐结楼熟练地使用着智能
手机。去年，智慧农业的虫情检测系统发
现稻飞虱若虫， 他第一时间采取了灭虫
护苗措施， 避免了水稻因大规模虫害而
减产。

智慧农业服务平台不仅接入苗情
检测系统、虫情检测系统 ，其余系统也
发挥着不小的作用。 通过气象站，能分
析武昌圩内气温、湿度、气压 、风力 、风
速、雨量等 ，水质测定系统能动态测量
水体的水位 、液氧含量 ，土壤检测系统
能动态检测土壤氮磷钾含量和土壤的
pH值。 系列服务助力改善水稻生长环
境，增加粮食产量。

“2020 年以来 ，高士镇投入 115 万
元建设智慧农业服务平台， 利用农业大
数据、 智能设备等科技手段， 建设规模
化、标准化、专业化、优质化的绿色稻米
生产基地。 ”高士镇副镇长李顺介绍说，
将发挥智慧农业在信息采集、分析、应用
上的优势， 建设覆盖绿色稻米种植基地
的物联网及信息服务平台， 运用二维码
追溯管理、专家实时互动等系统，实现对
绿色稻米生产、加工、销售全程监管。

凝聚合力护碧水

■ 本报通讯员 范明 李振龙

“我们每天都去巡河、巡湖，第一时
间发现水生态问题，立即加以处置，解决
不了的就向上级汇报。 ”近日，天长市万
寿镇水生态综合管护队队员唐来玉骑着
电瓶车，在沿河湖各村组开始一天的巡
河巡湖工作， 并通过天长市 “河湖长”
App 软件实时上传动态信息。

唐来玉所在的管护队成立于 2021
年 8 月，是天长市成立的首支乡镇水生
态综合管护队。 管护队整合了河道专管
员、生态环保网格员、护林员、道路协管
员、土地协管员等网格员职能，统筹使用
上级拨付资金，从多人兼职、多头管理提
升为分工明确、专人专职。 在具体工作
中，管护队主要负责落实巡查、反馈、协
调、处置、督查等工作，形成“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协商共管”的生态管护机制。
“截至目前，全市 16 个镇、街道成立

了水生态综合管护队， 为全市水域生态
筑起安全屏障。”天长市水利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该市将针对农村垃圾污水、规模
养殖污染等问题， 持续开展流域水质提
升行动，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目标。

近年来，天长市经过不断探索，在成
立水生态综合管护队外，还积极选聘“政
协委员河长”“河道警长”，实施“检察官+
河长”“法官+河长”机制等，充分发挥“河
长”优势，凝聚社会治水合力。

经过多年努力， 天长市流域水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白塔河、杨村河、铜龙河
等流域各监测断面水质连续 4 年达标，
市区及各镇、 街道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 100%。

绩溪县实施“十乡百碗、千店万厨”工程，打造徽菜食材标准化生产基地———

把“山水特产”转化为“金山银山”
■ 本报通讯员 周明助

本报记者 夏胜为

近日，天微亮，一筐活蹦乱跳的下
溪村生态养殖石斑鱼被送到绩溪县环
城路的“聚和圆”徽菜馆。 店主高兴地
说：“本店的招牌菜食材来了！ ”

店主所说的招牌菜 ， 是 “绩溪三
石”———石斑鱼、石鸡和石耳，被誉为到
绩溪必点菜品。 当一盘盘热气腾腾的石
斑鱼、石鸡端上餐桌时，也实现了生态
绿色产品价值转化。

一个个徽菜馆，承载的是不尽的乡
土文化。 绩溪县古属徽州，是徽菜的发
源地之一，被誉为“中国徽菜之乡”“中
国厨师之乡”。

近年来 ，绩溪县在践行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中 ，聚力

实施 “十乡百碗 、千店万厨 ”工程 ，打
造中国徽菜食材标准化生产基地 ，把
“山水特产 ”转化为 “金山银山 ”，助力
绿色发展 。

“十乡百碗、千店万厨 ”工程 ，是指
注册“绩溪徽菜馆”公共品牌，打造“一
县一业”徽菜产业；以乡镇为单位制定
徽菜十大碗食材选用、加工、制作等标
准，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设千余家“十
乡百碗”特色美食店，培育万名专业传
统徽菜技师和美食从业者。

美食离不开好食材，好食材依赖于
好的生长环境。 绩溪作为全国首批“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生态是最大
的优势。 该县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山水
特产”，以“徽菜、燕笋、石斑鱼、石鸡”等
山货、水产为重点，大力实施百亿现代
农业产业培育工程。

板桥头乡下溪村，有一条绵延 6 公
里的龙溪河，水流充沛、水质清冽，流域
内盛产的石斑鱼、石鸡闻名遐迩。 村里
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源头水优势，发展
“龙溪生态养殖”， 建成养殖池 100 个。
靠着生态养殖石斑鱼、 石鸡， 全村 200
来户人家每年都有一笔分红，村集体经
济年收入达到 50 万元。

好产品要有好销路。 绩溪县先将生
态优势转化为 “山水特产”， 让好山水
“孕育”好食材，然后将“山水特产”转化
为“金山银山”，实施“十乡百碗、千店万
厨”工程即是路径之一。

近年来，绩溪县立足自身特色 ，大
力打造绩溪 “金徽厨 ”特色劳务品牌 ，
一手依托安徽徽厨技师学院 、 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聚力培育徽厨烹饪高技
能人才； 一手通过徽菜馆和绩溪徽厨

掌勺的方式， 深入挖掘推广乡村本土
特色菜式， 打造一系列美食名厨及美
食名店。

经过系统 、多元 、专业的职业技能
培训，当地培育出了大批技术精湛 、适
应能力强、创新意识强的绩溪徽厨。 通
过“金徽厨”，绩溪好山水“孕育”的“山
水特产”转化成徽菜美食，摆上餐桌。

实施“十乡百碗、千店万厨”工程的
重要着力点，是壮大徽菜产业链。 当地
推进“徽菜+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在 11
个乡镇深度挖掘研发传统特色名菜，绘
制“十乡百碗”美食名录；建设徽菜原材
料标准化生产加工基地，将产业链延伸
到原材料的种植、养殖环节，实现上下
游联动，在 21 个省市建有 100 多个销售
网点和物流配送中心；每两年举办一届
“中国徽菜之乡美食文化旅游节”；鼓励
徽菜名师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创办开
设徽菜馆等。

目前 ， 该县徽菜餐饮企业有 30
家，徽菜特色农家乐 210 家。 全国开设
经营的绩溪徽菜馆已逾 1100 家。 随着
“十乡百碗、千店万厨”工程实施，绿色
“山水特产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 “真金
白银 ”， 成为当地高质量发展的绿色
“引擎”。

·绿色看台·

·绿色广角·

··绿色聚焦··

应用核技术的产品，正走进千家万户———

揭开辐照神秘“面纱”

4 月 24 日，多只夜鹭在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大姚村树林中飞舞，与周边环境构
成一幅生态美景。 本报通讯员 郜小兵 摄

旧码头“变身”滨水生态绿廊

图为尼普洛医疗器械 （合肥 ）有限
公司灭菌生产部车间场景。

本报记者 罗广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