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导读

小麦拔节期间，乔玉强（左二）在太
和县淙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示

范田里进行苗情调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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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汪永安

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阜阳市太
和县种粮大户徐淙祥回信，说记得他“这
个安徽太和的种粮能手”， 并勉励他带动
大伙“多种粮、种好粮”。 消息传出，作为太
和县淙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定点
帮扶科技特派员，省农科院作物所作物栽
培研究室主任乔玉强难掩激动的心情。

乔玉强说：“2011年我被派往太和县
对接服务淙祥合作社，至今已有10多个年
头了。看到合作社得到总书记的肯定和鼓
励，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总书记的回信也
给了我们农业科研工作者莫大的鼓励。 ”

“今年女儿高考，但我
还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合

作社的科技帮扶上”
7 月 6 日，在太和县旧县镇张槐村，

记者见到了科技特派员乔玉强博士，他
正与徐淙祥一起查看田间苗情， 指导玉
米大豆带状种植田间管理。烈日暴晒下，

室外温度超过 40 摄氏度，不一会汗水就
湿透衣衫， 但乔玉强毫不在意， 对他来
说，这种工作场景再平常不过了。

乔玉强出生在淮河岸边的颍上县农
村， 他从小就立志为改变农村落后的生
产、 生活方式而读书。 2008 年博士毕业
后，他便一直在省农科院作物所栽培室工
作， 从事旱粮作物丰产高效栽培技术研
究，现任作物栽培研究室主任、安徽省小
麦产业技术体系栽培岗位专家。 2012 年，
他和所在的小麦栽培与耕作团队，协助淙
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申报并成功
获批第一批安徽省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科
技特派员工作站，此后，乔玉强每年都要
来这里呆上几个月。 “今年女儿高考，但我
还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合作社的科技帮
扶上。 ”谈及此事，乔玉强脸上写满对家人
的亏欠和无奈。

“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
枳。 ”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地域差异，为
了解决太和县粮食生产的瓶颈问题，乔
玉强利用自身专业优势， 在合作社开展

优良品种筛选、 秸秆还田、 肥水高效利
用、 小麦玉米连作周年丰产高效等高产
高效配套栽培专题技术研究与示范，成
功总结出一系列适合淮北地区自然条件
的粮食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并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指导耕种， 用丰富的实践经验
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解决农民提出的各种
问题，让科技术语“听得懂、传得开、立得
住”。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合作社流转土
地效用， 他和所在团队通过区域功能划
分，将土地分为新技术试验区、高产高效
展示区、高产高效示范区，极大地促进了
农业技术推广。

“我们一有技术上的
问题， 首先想到的是找乔
博士商量对策”

“今年的小麦真是大丰收啊！ ”说起
今年的麦收， 淙祥合作社农户徐建喜上
眉梢。近年来，乔玉强积极发挥“架桥人”
作用， 在合作社推广作物所研发的新品
种皖垦麦 22、荃麦 725 等 ，并结合优良

品种筛选和科学栽培技术， 极大地提高
了合作社的粮食产量。 2015年，合作社 5
亩高产展示区小麦、 玉米亩产分别达到
717.66 公斤、958.80 公斤，创造了周年亩
产 1676.46 公斤的高产典型，2022 年“皖
垦麦 22”亩产超过 800 公斤。合作社年单
位面积收益较附近一般农户高了 20%以
上，粮食丰收让农户们的“钱袋子”鼓了
起来。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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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栅洁在省农业科学院调研时强调

树立雄心壮志拉高发展标杆服务“两强一增”
在勇攀农业科技高峰上有大作为出大成果

程丽华陪同
本报讯（通讯员 郑言 记者 朱胜利）

7月 14日上午，省委书记郑栅洁在省农业
科学院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
总书记给太和县种粮大户徐淙祥的重要
回信精神，以解决农业发展重大科技问题
为己任，树立雄心壮志，拉高发展标杆，更
好服务“两强一增”行动，在勇攀农业科技
高峰上有大作为、出大成果，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助力安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
供坚实科技支撑。 省委副书记程丽华，省
领导汪一光、张曙光陪同调研。

省农业科学院是 1960 年建院的综合

性农业科研单位， 是我省农业科技创新
的主力军和重要阵地。 郑栅洁首先来到
水稻研究所， 察看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生
态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作物基
因编辑重点实验室， 与农业科研人员亲
切交流，详细了解学科建设、育种、检测、
科研设备研发等情况， 要求把农业科研
与安徽农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加
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努力打造农
业科研高地。在成果交流中心，郑栅洁结
合 PPT 演示认真听取该院总体情况和服
务“两强一增”行动等情况介绍，观看农
作物新品种展示，强调要加大研发投入，

把特色做优、优势做强，培育更多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助力农业提
质扩量增效。 农机装备是推进机械强农
的重要基础。 郑栅洁现场观看新型农机
展示，详细了解我省农机装备补短板进
展情况，要求对标先进技术，对接实际
需求，加快研发不同规格、性价比高的
农机，不断提高投入产出效益，促进农
业机械化转型升级。

调研中， 郑栅洁亲切慰问了农业科
研人员，面对面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他
说，安徽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有
与之相匹配的农业科研力量。 省农业科

学院要积极深化科研院所体制机制改革，
优化组织架构，适应发展需求，不断激发创
新活力；要拉高发展标杆，加强人才引进和
培育，提升科研水平，努力在全国同类学科
中争先进位；要坚持服务“三农”，充分发挥
科技特派员重要作用， 潜心钻研、 精耕细
作， 努力实现农业科研成果品质好、 产量
高、成本低，真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各地
和省直相关部门要强化支持、做好服务，积
极创造良好环境， 激励广大农业科研人员
为实现安徽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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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量亮）7 月 14 日上午，在
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之后， 省政府召
开全省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暨省医改领导
小组扩大会议，贯彻全国会议精神，安排部署
下一步重点工作。 省长、省医改领导小组组长
王清宪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医改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加快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更好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 常务副省长、省医改领导小组常务
副组长刘惠出席会议。

王清宪指出，近年来，我省医改工作不断
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县域医共体、城市医联体
等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群众获得感日益提高，
但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
平短板较多等问题还很突出。 要认真总结成绩
经验，强化问题导向，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

王清宪强调 ， 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以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为重要
目标，扎实推进医改重点工作。 要加快扩容
优质医疗资源 ， 推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加快布局建设省级医学中心和省级区域
医疗中心。 要促进公立医院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 加快提升县级公立医院综合能力，让
老百姓就近享有高质量医疗服务。要持续提
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深化医共体 、医联体
建设 ，加快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 ，常态
化规范使用智医助理，稳定发展基层医疗队
伍。 要深化医保制度改革，加快医疗保险省
级统筹，开展医保支付方式和医疗服务价格
改革，完善医保报销政策。

王清宪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
责任，确保各项重点工作有效落实。 要强化资
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加强行业监管，及时宣
传推广医改工作的成效和经验， 营造全社会
支持医改工作的浓厚氛围。 要切实抓好当前
疫情防控，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加强隔离点建
设和床位配备，优化早发现机制、应急指挥处
置机制，守住不发生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

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2年全国夏粮产量数据

安徽夏粮总产量全国第三

本报讯（记者 史力）7月14日，国家统
计局公布了2022年全国夏粮产量数据。
其中安徽夏粮总产量1722.4万吨，居全国
第3位；比2021年夏粮增产22.5万吨，增量
居全国第2位。

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739万吨，比
2021年增加143.4万吨，增长1.0%。其中，
安徽夏粮总产量1722.4万吨， 播种面积
2849.9千公顷 ， 单位面积产量6043.6公
斤/公顷。 今年， 我省夏粮呈现面积、单
产、总产和效益“四增”的特点，实现“十
九连丰”， 背后是播种面积和单产的稳
步提升， 特别是近几年单产增速加快。
2020年我省小麦单产纪录819.85公斤 ，
去年为860.6公斤，今年则突破900公斤，
达到913.18公斤，提升速度惊人。

小麦平均单产水平的提升， 驱动了
总产在高水平上稳步提升。 这既得益于
良种联合攻关，也得益于良法推广应用。
此外，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和托管服
务组织的蓬勃发展， 也是小麦种植水平
提升的重要支撑。

产量增，结构优。 今年全省优质专用
小麦面积占比达到 74.27%， 比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 。 其中小麦单品种万亩片
369 个；单品种整建制乡镇 99 个，比上年
增长一倍以上。 今夏，“按图索粮”有望让
农民增收超 30 亿元。

全省已收购夏粮近 590万吨
本报讯（记者 史力）据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消息，截至7月13日，我省夏粮
累计收购量589.76万吨，同比增加174.97
万吨，增长42.18%。 夏粮市场化收购已经
成为主渠道，优粮优价趋势明显。

目前全省一等小麦市场价格范围在
1.5元/500克到1.54元/500克 ， 平均价格
1.52元/500克 ，比上周略降2分钱 ，主要

是因为7月、8月是面粉销售淡季， 面粉
加工企业收购价格有所下调。 其中，淮
北、亳州、宿州、阜阳、蚌埠、淮南等皖北6
市小麦价格在1.5元/500克到1.54元/500
克 ，合肥 、滁州 、六安等市小麦价格在
1.5元/500克到1.53元/500克， 马鞍山、芜
湖、宣城、池州、安庆等市收购已结束。截
至7月12日，省农发行已支持夏粮收购企

业275户，投放收购贷款资金90.88亿元。
为确保农民卖 “舒心粮 ”，我省合

理安排夏粮收购库点， 组织好市场化
收购，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粮食流
通。 强化服务保障群众利益，推广应用
“惠三农”App 和智慧皖粮 App （售粮
通）等开展预约收购。 会同市场监管部
门开展省市县夏粮收购执法监督检

查，坚决维护好收购秩序。针对当前高温
天气，各地细化措施，防暑降温，防止出
现高温天气卖粮 “排长队” 群众中暑现
象，保障卖粮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督促储备轮入库点和其他国有粮食购销
企业运用“智慧皖粮”信息化系统开展预
约预检收购， 开设普通农户售粮绿色通
道，维护好现场收购秩序，确保人员、设
备、入库等安全。要求各收购库点坚持早
开门晚关门，尽量避开午间高温作业。各
收购库点提供休息区、 茶水供应和必要
的防暑防疫物资。

科学装置陆续开建 新兴产业培育壮大

合肥科技创新动力足
■ 人民日报记者 吴焰 徐靖

我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天
都实验室 ， 进入实质运行和全面建设
阶段 ； 比亚迪合肥基地整车下线活动
在长丰县下塘镇举行 ， 安徽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 ； “科大硅谷 ”
建设实施方案公布 ， 将建成有国际重

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新兴产
业聚集地……连日来，安徽省合肥市创
新发展好消息连连。

2020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
参观了安徽创新馆 。 总书记指出 ：“要
进一步夯实创新的基础 ， 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 ， 加快培育新兴产业 ， 锲而不
舍 、久久为功 。 ”合肥广大干部群众牢

记总书记殷殷嘱托 ，踔厉奋发 、笃行不
怠 ， 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助力高质量发
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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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服务暖人心
■ 本报见习记者 罗晓宇

本报通讯员 徐永强

“谢谢医保办的同志。 我在家就办
好了慢性病证，再也不用为吃药报销发
愁了。 ”望江县高士镇花园村吴大爷高
兴地握着医保服务人员的手说。

吴大爷患有高血压， 需常年吃药，
由于没到定点医院做过检查，无法提供
相关材料办理慢性病证，买药不能享受
医保报销。望江县医保局联合该县中医
院专家，在乡镇医保办人员配合下上门
开展慢性病鉴定服务， 通过现场诊断、
网上申请和审核录入，第一时间让吴大
爷享受到医保慢性病政策。

聚焦老年人及行动不便特殊群体
“办证难”问题，今年以来，望江县医保局
组织县医院和县中医院慢性病专家到10
个乡镇开展两轮慢性病集中服务活动，
共集中鉴定办理慢性病1154人次， 把他
们的操心事、揪心事变成放心事、暖心事。

“以前，我要去合肥买治疗肿瘤的特
殊药品，现在直接在县医保‘双通道’定点
药房购买，节省了外出开支，还能直接结

算，减轻了我家的经济负担。 ”该县华阳镇
居民朱时祥说。

今年 4 月，朱时祥向县医保服务中
心反映了自己的烦心事。他是一名肺癌
患者，受疫情影响，不方便去合肥购买
治疗肿瘤的药品，但药快吃完了。 望江
县医保服务中心业务人员联系县医保
“双通道”定点药房，第一时间为其调配
所需的特殊药品。

为切实解决肿瘤疾病等特殊慢性病
患者在医院购买特殊药品难的问题，该县
医保局牵头组建特殊药品专家库，对安庆
市规定的291种特殊药品在规定的医保定
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实行医保结算，开
通即时结报，解决了群众购药奔波、垫资
的问题，督导特殊药品使用、回款情况，确
保特殊药品按时、安全、有效落地。

今年，望江县开通“望江医保网上办
事大厅”。为解决部分老年人等群体无法
网上办理医保业务问题， 该县医保服务
窗口实行365天“不打烊”及“潮汐”服务，
双休日、法定节假日轮流上岗，24小时电
话在线服务。一系列便民微举措，让服务
更走心、窗口更贴心、群众更暖心。

用心坚守“农业梦”
———记省农科院作物所作物栽培研究室主任、省级农业科技特派员乔玉强

安徽夏季究竟有多热

安徽文化
“代有高峰”写长卷

“下半年经济有望继续
保持回升势头”
———国家发改委谈当前经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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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省正经历一轮
酷热天气，省气候中心专家
用气象大数据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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