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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融”给初创企业“输血”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一些科技型创业企业具有轻资产、 缺抵
押、缺现金流的特点，“凭什么”融资成了令这
类企业头疼的问题，近日，安徽宇锋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项卫锋就遇到了这一烦恼。

安徽宇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物流机

器人及智慧物流系统服务商， 是肥西县一家
专精特新企业，为客户提供软件研发、系统集
成、安装调试等一站式智慧物流系统服务。作
为一家轻资产运营的高新技术企业， 由于缺
乏厂房、土地等传统抵押物，公司的融资渠道
十分有限。同时，由于近期因市场需求不断增
长，公司生产规模扩大，订单量增加，公司出

现了一定的资金缺口，这可急坏了项卫峰。
“公司的订单生产需要采购大量钢材、传

感器、导航仪、油缸、电控及蓄电池等，资金占
用量大，用款急，传统银行贷款需要抵押物，而
且周期长，公司融资压力很大。 ”他说。

九江银行合肥分行得知这一消息，立刻
联系企业负责人 ， 量身定制了金融服务方

案， 来缓解企业的资金难题。 经过调查研究
后，该行快速锁定服务方案 ，以 “订单融 ”的
形式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通过应收账款质
押的形式解决缺少抵押物问题。 同时， 在审
批 、放款环节为公司开辟绿色通道 ，提供快
捷服务 ，最终及时发放贷款 ，解决了企业的
燃眉之急。

该行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针对科技创新
型企业推出以知识产权质押为担保的 “智享
贷”、高企专属产品“科企融”和围绕合肥本地
特色产业行业而专门创新的“特色产业贷”等
科创型企业产品系统融资服务， 有力支持优
质科创型企业发展需求。

6 月 1 日，我省进入主汛期，
梅雨季即将来临———

防汛大考来了

苗木绿了 产业兴了

■ 本报记者 汤超 本报通讯员 叶海霞

近日， 在桐城市龙腾街道胜利苗圃基地内， 阵阵清香扑
面而来，香樟、桂花、广玉兰等树木郁郁葱葱 ，基地负责人李
胜利正带领工人修剪树枝。

“罗汉松经过修剪塑形，才能卖上一个好价钱。 ”李胜利
一边忙活一边向记者介绍，虽然修剪耗费时间和精力 ，但塑
形后树木更具观赏性，价格也比普通苗木高出很多。 今年 44
岁的李胜利是当地人 ， 他与树结缘已经有 20 多个年头了 。
“这些年我一直在外从事花卉苗木行业，走过了不少地方，城
市绿化见过不少，就觉得我们老家在这方面还有不少潜力可
以挖掘。 ”李胜利回乡调查发现，当时桐城市的市政绿化所需
各种苗木大多要从外地采购， 其中不乏路途十分遥远的，有
时还不及时、不够数，影响施工进度，让施工方很头疼。

2008 年，李胜利带着丰富的苗木栽培技术经验和 50 万元
积蓄返乡， 流转了望城村万庄等 4 个村民组 1080 亩的荒山创
办苗圃基地。“过去这里曾是漫山遍野的芭茅和杂树，我透露出
要办苗圃基地的意愿时，村里非常支持。一方面，基地能带来经
济效益，有利于家乡的发展；另一方面，芭茅山防火一直是一件
头疼的事，种苗圃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李胜利说。

万事开头难。 “刚开始创业时，我每天 4 点钟起床，一直
干到晚上 9 点，开荒种树，一锄一锹地干。 ”李胜利回忆起创
业路感慨道，不懂的地方他就向林业专家求教。 经过多年的
苦心经营 ，目前 ，他栽种的香樟 、桂花 、红豆杉 、广玉兰等 11
个品种的苗木都已长大成材 ， 其公司也成为省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带动 60 余人就业。 “我们采用温室育苗和先进喷
灌技术，发展精品苗木，承接了合肥、安庆等地绿化工程 ，公
司效益越来越好。 ”

成功创业的同时，李胜利还积极吸纳周边村庄弱劳动力在
基地稳定就业，每年增加当地农民劳务收入 60 万元。目前在苗
圃常年务工的有 14 人，其中脱贫户 5 人。 66 岁的脱贫户陈秀
芳正忙着修剪苗木，“我这么大岁数，不便外出务工。 我在苗圃
里锄锄草、剪剪枝，活不累，一年也能挣 ３ 万元哩！ ”陈秀芳说。

据该街道农业站站长刘伟介绍，近年来，许多“新农人”返
乡创业，龙腾街道不仅发展起一个个特色产业，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还带动越来越多的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目前全街道 17 个
村（居）共有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58 家，流转土
地 2.6 万亩。

“我们通过协调沟通，把农村闲置土地整合起来，流转给合
作社或家庭农场，这样既有效利用了土地，也增加了农户的收
入。 ”该街道纪工委书记李序说。 特色产业发展的好势头，让当
地乡村更美了，村民的日子更好了。

智慧电网，驱动绿色转型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本报通讯员 裴丽

青山绿水农家乐，山里人家迎客忙。仲夏时节，青阳县朱备
镇东桥村迎来旅游旺季，游客渐渐多起来，这与村里的电力设
施升级分不开。

“以前大家都是到外面打工，现在电力充足了，供电服务到
位，许多人都回乡创业，村里民宿已经发展到 30 多家。”东桥村
村支部书记王金安高兴地说。

东桥村是一个生态旅游特色村，也是国网池州供电公司打
造的首个生态旅游宜居型电气化示范村。近年来通过智慧电网
建设，该村电力设施提档升级，有力支撑了乡村发展。 据了解，
国网池州供电公司在东桥村创新采用了三台环网柜 “手拉手”
及相邻箱变低压互联的供电方式，并且在装接回路中安装了零
感换表模块，实现了该村“计划停电时间为零、故障停电时间趋
零”的目标；通过人机交互、智慧用能监测系统，在东桥村建成
农村地区 5 分钟供电服务圈；利用安徽电网全时空数字调度平
台等信息系统，整合电力大数据，推出乡村振兴电力数字化服
务，发现故障时间由改造前的 5 小时缩短至 1 分钟。

“配电网的自动化 、智能化有效解决了山区因雷电 、雨
雪等灾害天气导致的电网故障查找难 、10 千伏线路供电可
靠性不高等问题。 ”国网池州供电公司运检部负责人刘根宝
说。 目前当地户均配变容量由 2.5 千伏安提升至 10 千伏安
以上 ，台区线损率由 4%降至 1.5%以下 ，平均供电可靠率达
到省会城市水平，东桥村 609 户低压客户和每年来此旅游的
数十万游客因此受益。

“在做好电网升级改造和营销服务提升的同时， 我们不
断加强技术创新应用，使传统电网向智能电网 、数字电网转
型。 ”国网池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邵全说。下一步，该公司将
着力打造绿电自用 “数智化 ”营业厅 ，深入推广使用无人机
自动巡检 、变电站巡检机器人 、流程机器人 、物联网 、5G+ 、
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全面促进电网企业数字化转型 ，
赋能乡村绿色发展。

“新扩建的池州海螺四期，是海螺集团利用新技术、新装备
投资建设建材产业链转型发展的重点项目，其对配供电系统智
能化的需求非常迫切。 ”池州海螺公司有关负责人张小兵介绍
说， 通过国网池州供电公司研发的电力数字化智慧运营平台，
池州海螺公司两大制造分厂区域总降变电站云平台搭建贯通、
110 千伏及 6 千伏变电站内变压器、开关柜、电缆接头等设备
运行实现在线监测、分析和故障诊断预警。

聚焦经济转型 、环境监测 、社会民生等领域 ，国网池州
供电公司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先后签订“电力大数据+”战
略框架协议 17 份，以企业数字化助力绿色转型发展。 此外，
企业还充分挖掘电力基础资源，主动探索“电力+企业”服务
新模式。 2021 年自主实施池州市《新兴产业园区政企大客户
能效优化分析与精准服务》大数据监测分析项目 ，运用电力
数据对池州市新兴产业园区、行业 、企业的电耗状况进行综
合分析，面向该园区政企大客户提供能效答复方案 、提升方
案和服务方案 ，为园区转型升级 、新动能培育 、产业发展提
供数据支撑，助力新兴产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

�� 66 月 22 日，， 芜湖市繁昌区荻港镇黄浒
河水面上，， 消防救援队在进行舟艇编队行
驶科目演练。。 本报通讯员 肖本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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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弘毅

抢险、救灾、巡堤、转移……两年前的
夏天， 那些难忘瞬间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2020 年汛期，我省长江、淮河、巢湖等流域
发生了严重汛情，全省上下全力以赴、科学
应对，取得了防汛救灾的全面胜利。

今年 6 月 1 日，安徽进入主汛期，梅雨
季即将来临。今年的防汛形势怎么样？还会
出现大汛吗？ 备汛迎战工作做得如何？ 近
日，记者采访了全省防汛备汛情况。

今年汛期天气如何

———极端天气可能较多，
降水量可能“南北多、中间少”

6 月 4 日午后，合肥街头电闪雷鸣、暴
雨如注，市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 当天，合
肥市气象局的暴雨预警已由黄色升级为橙
色， 并通报 3 小时内部分地区降雨量已达
50 毫米。

端午假期我省发生入汛以来最强降雨
过程。沿淮中东部、江淮之间、沿江江南、皖
南山区部分地区降下暴雨或大暴雨， 全省
面平均雨量 47 毫米。 受降雨影响，沿江大
部分支流发生一次涨水过程。 部分小型水
库超汛限水位，正在按规定泄洪。

刚入主汛期， 还没入梅， 就发生强降
雨， 这代表着安徽今年可能会发生极端天
气吗？ 汛期发生洪涝灾害的概率有多大？

“今年前期我省天气气候特征较为异
常，1 月 1 日-5 月 15 日， 全省平均降水量
415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一成，3 月 17 日
出现首场暴雨，较常年提前 14 天，此外，秋
浦河出现罕见春汛。同时，淮北北部及沿淮
东部出现中到重度气象干旱， 降水南多北
少。 ”省气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道。

对于今年汛期的天气情况， 气象部门
认为，今年我省汛期气候状况总体一般到偏
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可能较多，区域性、阶
段性旱涝灾害及高温、台风影响明显。

从降水量看，预计我省 2022 年汛期降

水量总体正常到偏多，淮河以北、沿淮东部
和沿江江南降水量较常年偏多， 其中淮北
北部偏多两成以上； 沿淮西部和江淮之间
偏少。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暴雨日数偏多。

总的来看，汛期降水时空分布不均，降
水量可能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

“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情况，我们要立
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科学做
好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工作，以万全准备
应对万一可能。 ”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
处长蔡正中表示。

全省“备战”怎么样
———实施防汛“模拟考”，

打有准备之仗

“请省气象局汇报天气预测情况”“请
省水利厅汇报洪水预报情况”“请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工作建议”“同意今日
10 时启动防汛Ⅰ级响应，并依法宣布相关
地区进入紧急防汛期”……

5 月 19 日上午 9 时，一场防汛推演会
在合肥举行。 这场推演，有“三高”的特点：
规格高、效率高、实战性高。

说其规格高，因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
导出席并提出要求，足以见得省委、省政府
对备汛工作的高度重视。

说其效率高，因为短短几小时，采取视
频远程会商、技术专家会诊、前后方联动、
指挥部研判决策等方式， 演练了防汛指挥
决策机制和监测预报预警、会商研判、应急
响应、工程调度、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各
环节工作。

说其实战性高， 因为演练了防汛Ⅰ级
响应、淮河行蓄洪区运用、出险涵闸抢险、
江心洲外滩圩人员紧急转移、 地质灾害防
御、巢湖大堤防守、合肥城市特大暴雨防范
7 个科目，全程贴合实际、注重实战。4 位省
领导担任推演角色，省、市、县共 6000 余人
观摩推演。

一场防汛推演，一次“模拟考试”，检查
了准备情况， 发现了问题短板， 熟悉了流

程，锻炼了队伍，是坚持以防为主、打有准
备之仗的科学实践。

从预演到培训，未雨绸缪，提前备战，
全省上下一直紧绷着“防汛弦”。 早在今年
3 月，省水利厅就举行防御淮河、巢湖洪水
预演；省防办组织召开郑州“7·20”特大暴
雨灾害调查报告学习研讨会，培训市、县指
挥长和防汛业务人员 435 人， 各地开展培
训 1090 场次、培训人员 5.85 万人。

防汛安全如何保障

———风险隐患 “应查尽
查”，人员物资“各就各位”

6 月 2 日上午， 在位于铜陵市经开区
的新兴排涝泵站， 工作人员正紧盯着监控
设备，查看泵站设备运行情况。

“从实时水位来看 ， 长江水位昨天
11.25 米，今天已经 11.37 米了 ，目前水位
还在缓涨，我们一直关注着水位情况，一旦
发生汛情，全力排水排涝，保障城区安全。 ”
泵站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该泵站有 4 台泵机，在去年汛
前就已建成使用。它相当于一个强大的“排
水阀”，在出现汛情时，能快速抽水排水，防
止出现内涝。

干堤，犹如防汛的“主城墙”。在芜湖滨
江公园段，这里的堤防按照城市防洪、景观
和亲水的要求作了综合改造， 确保了防汛
安全。 其中芜湖主城区江堤和青弋江两岸
堤防均为 I 级堤防，达到防御长江 1954 年
洪水标准。

为了确保堤防安全， 省长江河道管理
局在汛前对同马大堤、枞阳江堤、无为大堤
的河道、堤防、水闸、护岸等工程进行“地毯
式”风险隐患排查，对 2020 年汛期长江干
堤 76 处险情，开展险情处置“回头看”，落
实清单式闭环管理，彻底排除安全隐患。

此外，全省 6592 处水毁水利工程已完
成修复任务，62 座破坝施工的水库已全部
完成复坝任务，281 处堤防在建 “开口”工
程已完成复堤。

打好防汛仗，须确保“物资充沛、兵强
马壮”。 在队伍物资应急保障方面，我省组
建了省级抗洪抢险专业队伍 17 支 6136
人，主要装备 1100 台套，市、县组建专业队
伍 395 支 2.22 万人。 全省各级储备防汛物
资袋类 4489 万条、块石和砂石料 115 万立
方米、冲锋舟和橡皮舟 1548 艘、移动泵车
262 台、其他排涝设备 8551 台等。

防汛，关键在基层，落实也在基层。 我
省推动乡级防汛指挥机构指挥长由党政主
要负责人担任，分管负责人任防办主任，明
确熟悉业务、相对固定的防办工作人员，确
保基层责有人担、事有人做。 目前，全省共
有 1494 个乡镇落实防汛抗旱党政主要领
导双责任制、 落实乡级防办固定工作人员
3541 名，平均每个乡级防办 2～3 人。

刚刚入汛，防汛之战就已“开打”。 端午
期间，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 6 月 3 日以来，
省水利厅连续发布两期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通过基层防汛预警平台向山洪灾害防御责
任人发送预警短信 175 次、2.7 万人次，向可
能威胁区内居民和流动人口发布社会公众
预警 39 次、提醒信息 96.1 万人次，向水库
相关责任人发送预警信息 261 次、5106 人
次；省水文局开展滚动实时、模拟洪水预报
84 站次，发布预报专报两期。

“截至 6 月 6 日，全省汛情总体平稳，
水利工程运行正常。 ”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 将严密监视天气变化和雨水情、汛
情、工情，做好会商研判、监测预报预警及
水利工程调度， 重点督促做好山洪灾害防
御、小水库及中小河流防守等各项工作，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题图：5 月 31 日， 六安市防汛综合应
急演练在裕安区城南水利枢纽工程进行。

本报通讯员 邓元生 高陈 摄

·一线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