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养虾助增收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罗圣玲 周磊

5 月 5 日，记者来到位于全椒县十
字镇陈浅村的潘氏生态农业发展公
司，在公司龙虾分拣车间内，工人们正
忙着分拣刚收获的小龙虾， 准备装车
发往外地。

“我们公司拥有 12000 亩稻虾养
殖基地， 是我省稻虾养殖单体最大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现在每天产量 2
万多公斤，基地一共有 400 多工人，其
中分拣车间有 30 多人。 ”潘氏生态农
业公司总经理潘正福告诉记者， 公司
规模化、 产业化发展得益于物联网智
慧农业的应用。

在公司的稻虾养殖基地，潘正福说：
“以前养虾凭经验，劳动靠人工，今年运

用传感器监测空气和水质， 通过采集的
实时数据合理安排生产，更精准。 ”

前几天，温度高 、气压低 ，水中溶
解氧少。 潘正福监测发现后，及时开机
增氧，避免了损失。 如今，公司已实现
水质在线监测、视频监控、增氧机远程
控制全覆盖，从看天种养、人工劳动转
变为智慧操作、机械作业。

“今年全县稻虾种养面积将达到
34 万亩，县里已建成智慧养殖示范点、
示范基地 15 处，远程控制 500 多台增
氧设备， 在线实时监测虾田水质水体
情况 。 智能化养殖小龙虾亩均增效
20%，成本亩均降低 200 多元，直接带
动虾农增收近 2 亿元。 ”全椒县农业农
村局渔业渔政股负责人杨孝民告诉记
者，该县开发应用的“稻虾种养环境实
时在线监管与溯源技术” 被推介为全

国 2021 数字农业农村新技术新产品
新模式优秀案例。

作为我省小龙虾重要产区， 全椒
县 2021 年实现龙虾产量约 5 万吨，产
值 18 亿元，龙虾产业从业人员近 3 万
人。 在扩大养殖规模的同时，该县注重
做好小龙虾产业深加工， 不断拉长龙
虾产业链条。

去年， 全椒县通过新建小龙虾加
工生产线、仓储低温冷库、大型交易市
场，年加工原料虾 2 万吨，占该县商品
虾约三分之一。 目前已投资成立的安
徽鑫农汇冷链食品有限公司， 引进小
龙虾及其副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和生产
线，配套建设仓储中心，重点开展小龙
虾精深加工，生产调味虾、速冻虾尾、
速冻虾仁、虾壳粉等小龙虾产品，该项
目即将正式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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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临时救助 筑牢民生底线

亳州为困难群众穿上“防护服”
本报讯 （记者 武长鹏 通讯员 郭

磊）“叔，快到中午了，您吃饭了没？ 还缺
什么东西吗？ ”打电话的人叫盛素丽，是
利辛县旧城镇戴园村社会救助协理员。 4
月底， 利辛县因新冠肺炎疫情实施静态
管理， 盛素丽每天都电话联系辖区内的
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 及时掌握困难群
众的生活。 亳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市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社
会救助工作的通知》， 为困难群众穿上
“防护服”。

根据通知要求， 亳州市各级民政部
门、属地人民政府及时组织党员干部、社
会救助协理员、网格员，对特殊困难对象
进行全覆盖巡查探访， 每天电话联系一

次、每周上门探视一次，不漏一户、不落
一人。

“我每天要拨打近百个问询电话，如
果没人接听， 立即通知村民组长入户查
看情况。 ”盛素丽说。

家住涡阳县城关街道的低保户朱慧
患有白血病，今年一直在合肥市治疗，生
活压力让她很着急。 涡阳县民政局得知
该情况后，第一时间给予朱慧 2620 元生
活救助金，待她出院后，再按程序给予其
他救助。 朱慧感激地说：“只是向县民政
局打了个电话， 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救
助金，解了生活上的燃眉之急。 ”

为确保困难群众在疫情期间得到及
时救助，亳州市要求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

照料护理人（监护人）每天上门照护，了解
其生活状况和需求， 履行疫情防护措施，
帮助其解决相关困难。 此外，该市全力确
保救助金及时发放，财政资金优先用于保
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低保、特困人
员供养金等社会救助金必须于每月 10日
前足额发放到位。 同时，重点用好用足乡
镇（街道）临时备用金，受疫情影响的遇困
人员提出临时救助申请后， 一律先行救
助、后补手续，并打破户籍限制，由急难发
生地直接实施临时救助。

亳州市充分发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保障工作协调机制作用，统筹整合救助资
源，解决好困难群众急难个案问题；畅通
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

门、受助及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
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
为，对非主观原因导致不符合条件人员纳
入救助帮扶范围的免予追究相关责任。

今年以来， 亳州市累计走访排查困
难群众 26.1 万人，新识别城乡低保对象
5368 人、特困人员 332 人，开展临时救助
1869 人次，发放各类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5.4 亿元。

·编后·
亳州市积极履职、主动担责，织密织

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 做到有困必帮、
有难必救，实现精准救助、高效救助、温暖
救助，体现了帮扶困难群众的民生温度。

视点

5月 9 日航拍的合肥翡翠
湖公园，植物蓬勃茂盛，湖面波
光粼粼。近年来，合肥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加快构建林城相融、
城湖共生、 城在园中的城市绿
色新形态。“十四五”期间，合肥
还将打造绿色宜居魅力都市

区，连接董铺水库、大蜀山森林
公园、王咀湖公园、滨湖国家森
林公园、环城公园等，构建公园
绿环，提升公园绿地服务半径。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农光互补产业兴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刘志 关柳

整齐连片的太阳能光伏电板下 ，
一片白茫茫的牡丹花海， 空气中洋溢
着沁人心脾的花香。 日前，记者走进灵
璧县杨疃镇朱岗村农光互补基地，见
到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2016 年，杨疃镇建设 10 兆瓦农光
互补电站，引种 320 亩油用牡丹，尝试
“光伏发电+油用牡丹种植” 农光互补
发展模式。 光伏电板用来发电，电板下
种植油用牡丹，不仅扮靓了乡村美景，

还为产业振兴增加新引擎。
“农光互补产业实现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双丰收。 对这个产业的前景，
我们非常看好。 ”光伏电站项目经理周
卫东告诉记者。

油用牡丹是一种木本油料作物，其
果籽可榨油，具有出油率高、油品质好
的特点，成熟期果籽产量每亩 200 公斤
左右，每公斤 25 元，平均亩产值 5000
元以上 。 光伏电站年发电能力约为
1066万千瓦时， 年可节省标煤约 3760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07万吨。

“这种农光互补发展模式，最大化

利用土地资源，实现地上架光伏、地面
种作物的立体化收益 ， 实现发电 、产
油、观光多重收益。 ”朱岗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李国说。 自从有了农光
互补产业， 村集体经济平均每年增收
约 6.6 万元。

农光互补产业还带动一批群众就
近就业。 目前，朱岗村 20 多名脱贫群
众在光伏电站内从事花期管护、 果籽
采摘和光伏电板清洗等工作， 实现稳
定增收。 该村脱贫群众宋荣翠说，她在
光伏电站内干季节工， 活不重还有钱
挣，而且家务和农活也不耽误。

“联企带户”解农忧
■ 本报通讯员 卫鑫

本报记者 袁野

近日，在六安市裕安区城南镇王庙
村，种粮大户周军生的 650 亩小麦田里
生机盎然。一架大型农用无人机从麦田
上低空掠过，旋翼产生的巨大气流将喷
出的药雾散开。 麦田边，无人机飞手穿
着严实的防护服操控着机器。

看到自家田头飞过的无人机 ，周
军生悬了几天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自
从 4 月初城南镇实施静态管理以来，
他每天都在担心着自家的麦田。

“幸亏裕安区农技中心及时为我们
找来应急小分队，否则今年我家 600 多
亩小麦损失就大了。 ”周军生告诉记者。

眼下，裕安区 20 万亩小麦进入赤
霉病防控关键时期。 如何切实做到疫
情防控和小麦赤霉病防控“两手抓、两
不误”？ 裕安区农技中心及时与当地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进行对接， 组织 40
名专业人员、33 台植保无人机，分成 4
支应急防治专业队伍， 分区域派遣到
各乡镇，为种粮大户们提供农事服务。

“我们公司有 9 架大型农药喷洒
无人机， 本次安排专业的防治人员分
成 9 个小分队，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
已经对服务范围内的小麦进行了农药
喷洒。 眼下是小麦赤霉病防治最佳时
机，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六安市绿苗
农资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军说。

裕安区农业农村局通过强化物资

保障、统防统治、强化技术指导、强化
服务保障， 在特殊时期多方面为全区
小麦种植大户提供服务，实行“小麦赤
霉病防控行政人员+技术人员+防治队
伍”网格化包保服务机制。 该区已经统
筹落实小麦赤霉病防控资金 337.4 万
元，紧盯两次预防不动摇的目标，采购
高效药剂， 开展植保无人机社会化服
务， 确保全区小麦种植户两次赤霉病
预防全覆盖。

“我们积极发挥全区各乡镇 137
名‘联企带户’农技人员、基层农技人
员的作用， 帮助生产经营主体解决实
际困难， 点对点指导生产主体把握好
时机。 ”裕安区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陆
秀兰告诉记者。

升金湖畔救珍禽
本报讯（记者 徐建 阮孟玥 通讯

员 彭永进）“五一”期间，在有“中国鹤
湖”之称的池州升金湖畔，几名鸟类爱
好者与救助人员接力， 成功救助了一
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

5 月 2 日， 国网安徽电力汪湜护
线爱鸟创新工作站领衔人、 池州野生
鸟类保护志愿者协会会长汪湜， 相约
几名爱鸟志愿者前往升金湖，观察“大
白”的情况。 “大白”是只落单的东方白
鹳， 它的伙伴 1 个多月前就已飞回遥
远的北方。

汪湜与志愿者们来到“大白”栖息
的地方，但未看见“大白”。他们立即向
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报告
情况。 随后，管理处组织当地群众，联
合搜寻“大白”。

5月 3 日上午 8 时许，救助人员在
湖边的一块油菜地里找到“大白”。 他
们发现“大白”左翼飞羽端翅膀骨折，
伤口有感染的迹象。 汪湜与志愿者们
立即对“大白”的伤口创面进行清理、
包扎。随后，“大白”被送往皖南国家野
生动物救护中心。

“目前，这只鸟已脱离危险，进入
康复阶段。 ”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处副主任徐文彬告诉记者。

东方白鹳属于大型涉禽， 是冬候
鸟， 南方越冬， 北方繁殖。 全球仅存
9000 只左右，我国约有 3000 只，是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

铜陵推动“亩均论英雄”改革升级
本报讯 （记者 刘洋 通讯员 朱敏）

日前，铜陵市出台《工业企业亩均效益评
价实施意见（2.0 版）》，进一步推动“亩均
论英雄”改革升级。

铜陵市新一版的工业企业亩均效
益评价实施意见具有综合评价覆盖范
围更广、 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更科学、
服务企业更精准等特点。 铜陵市明确，
评价范围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占地 3
亩以上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针对新设
立企业、 重大项目建设期内的企业、兼
并重组类企业、企业新上转型技改项目
的设置不超过三年过渡期；主营业务为
电力、燃气等资源能源生产企业以及垃
圾焚烧、污水处理等公益性企业为免评

企业。
评价方式上， 针对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铜陵市按照亩均税收 50 分、亩均销
售收入 20 分、单位能耗税收 20 分、全员
劳动生产率 10 分的权重， 计算企业得
分；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按照亩均税收 70
分、 亩均销售收入 30 分的权重进行评
价。同时设置定档调档规定，对年税收总
量未达到 100 万元的原则上不列入 A
类， 对新进规模企业不足一年的原则上
不列入 D 类。 铜陵市将根据评价结果，
对 A、B、C、D 四类企业依法依规实施差
别化用地、用能、环保、财税、信贷等方面
政策，推进资源要素向优质企业集聚，加
速低效用地“腾笼换鸟”。

合肥蜀山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开园

本报讯（记者 许蓓蓓）5 月 9 日，合
肥蜀山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正式开园。
该园将通过人力资源信息化服务平台、
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等五大平台的打
造， 进一步服务区域招才引智和产业创
新发展。

该产业园采用 “政府引导、 社会参
与、市场运作”模式，通过政府采购的方
式， 选择具有较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管理经验的单位进行管理运营。

园区共计 7 层 1.4 万平方米， 通过

融合省内外中高端人力资源， 聚集全国
知名人力资源服务供需方， 重点打造校
企、社会引才平台，人力资源信息化服务
平台，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综合性培训
示范平台，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集聚平台
等五大服务平台。

截至目前，该园已入驻人力资源企业
（机构）9家，拟入驻企业 17 家，产业园运
营后预计每年将从市外引进各类人才
800人。同时，深化“校企合作”、突出“人岗
适配”，推动产业与人才融合发展。

淮北多措并举保障货运物流畅通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日前，淮北市
建立市级物流保通保畅机制，出台 10 条
具体措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

淮北市有效提高货车查验点通行效
率。 该市对货车司机实行 “即采即走即
追”管理模式，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通
用； 对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健康码绿码、体温检测正常的货车司机
直接放行；对到达查验点时核酸检测结
果超过 48 小时的，采取抗原和核酸双检
测，抗原检测结果为阴性的立即放行，不
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为由，限制车辆
通行。

为快速有效解决长三角等重点地区

物流供应链问题，淮北市持续加大“公转
水、公转铁”力度，加快孙疃码头建设，充
分挖掘扩大南坪港头、 韩村服务区码头
吞吐能力，加强与铁路部门联系，提高铁
路货运量；依托长三角办公室、上海专班
办公室、上海“直通车”沟通机制等协调
联络机制，加强沟通协调，及时解决货运
物流不通不畅问题。

淮北市要求保持对物流企业信贷支
持的连续性、稳定性，围绕发展改革、商务
部门梳理的企业名单及融资需求，组织常
态化、高效率的政银企融资对接；对贷款
到期偿还存在暂时性困难的企业，鼓励金
融机构积极予以展期、续贷安排，不抽贷、
不断贷，做到应延尽延、应贷尽贷。

阜阳建设耕地保护管理信息化平台

本报讯（记者 安耀武）记者近日从
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 该市着
力推进全覆盖、全天候、可视化、早预警
的耕地保护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 通过
高点监控信息采集系统及人工智能识
别比对等技术手段， 逐步实现违法用地
行为“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

阜阳市积极探索耕地保护新举措，
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
线。 截至目前，该市各县（市、区）已全面
启动耕地保护管理信息化平台项目建
设，其中太和县率先建成运营。

太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蔡庙管
理所所长屈大强介绍， 今年 3 月，“智慧

国土高点监控预警平台” 在蔡庙镇投入
使用， 通过分布在各通信铁塔上的高清
摄像头，实现对全镇 3.5 万亩耕地 24 小
时不间断巡查。

“太和县利用信息化手段与人工
巡查相结合 ，将监管窗口前移 ，形成线
上、线下一体化管控机制 ，有效开展遏
制新增违法用地情况发生的实践探
索，为全市相关工作提供了经验 。 ”阜
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同志
表示，该市将进一步建好 、用好耕地保
护管理信息化平台 ， 落实快速反应机
制，加大违法用地防控力度 ，不断提高
耕地保护水平。

芜湖建成“量子+5G”智慧开关站
本报讯 （记者 沈宫石 通讯员 贺

芳 ）5 月 9 日 ， 国内首座采用 “量子+
5G” 方 式 实 现 的 配 电 自 动 化 开 关
站———同丰里开关站在芜湖建成投入
运行。

由安徽移动芜湖分公司与国网芜湖
供电公司合作建设的同丰里开关站，配
置量子加密终端、 量子加密网关和量子
安全服务平台等设备， 采用量子云数据
中心安全加密方式， 将量子云密钥的生
成、 分发和通信协商机制与 5G 通信技

术结合， 在配电自动化主站与开关站之
间构筑一条大容量、高速率、低延时的量
子加密安全隧道， 保障数据传输的防窃
听、防篡改、防攻击。

除了安全性外，“量子+5G” 通信技
术的应用兼具经济性， 与传统光纤通信
技术的配电自动化设备相比， 采用 “量
子+5G” 通信技术的配电自动化设备建
设费用下降 33%， 运维费用下降 90%，
光纤建设费用下降 50%，运维费用仅有
传统光纤的二十分之一。

5月 9日，阜阳市颍州区袁集镇郭王村的种植户在种植基地采收茭白。 连日来，
当地种植的 300 余亩茭白陆续迎来采收高峰，产品畅销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

特约摄影 王彪 摄

·社会广角·

公园城市美如画

高空抛物获缓刑
本报讯（记者 张敬波）记者近日

从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了解到，由
该院依法受理的宣州区首例高空抛物
案日前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被告人
王某犯高空抛物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六个月，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

2021 年 12 月 13 日 21 时许，被告
人王某酒后在其居住的位于宣城市区
某小区某幢 19 层的家中，将未饮用完
的半瓶矿泉水抛出窗外， 砸中楼下宣
城某石油公司加油加气站遮阳棚，造
成遮阳棚部分损坏。

案发后， 被告人王某被公安机关
抓获，归案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赔偿
了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案
件审理期间， 被告人王某主动缴纳罚
金 3000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王某从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
构成高空抛物罪。 综合被告人王某具
有的法定和酌定的量刑情节及悔罪表
现，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