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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蜀源村百亩向日葵花田中，村民手舞草龙穿梭其
间。该村通过建设向日葵赏花基地，让游客尽赏秋日美景。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9月23日，庐
江县人民政府主办的“2022庐江文化旅
游（合肥）推介路演活动”在合肥市罍街
举行，通过节目展演、文旅市集、盲盒互
动等形式，展示庐江文化旅游的魅力，并
发布“国庆趣庐江”秋季旅游主题线路。

此次活动发布了 5 条“国庆趣庐
江”秋季旅游主题线路，分别是：乡野之
趣——田园丰收体验游、山川之趣——
尽览秋色登高游、康养之趣——温泉之
乡度假游、人文之趣——寻踪访古风情

游、环湖之趣——湖光山色休闲游。
活动现场，庐江县推介重点打造的

十大景区：汤池旅游度假区、冶父山风景
区、黄陂湖湿地公园、矾矿矿山公园、岱
鳌山景区、阳家墩景区、虎洞景区、黄屯
老街景区、十里长冲景区、袁家山景区。

此外，主办方以露营形式打造了庐
江文旅市集，展销一碗米汤、白云春毫、
雅斯佳等特色旅游商品，庐江小红头、
黄屯大饼等特色美食以及各种特色农
产品。

庐江发布国庆秋游主题线路

民生资讯·旅游

本报讯（记者 徐建 阮孟玥）近日，
记者从池州海关获悉，2022年前8个月，
池州市进出口总值80.1亿元人民币，比
去年同期增长 32.1%，增速位居全省第
三。其中，出口 22.2 亿元，增长 64.2%；
进口57.9亿元，增长22.8%。

从进出口商品看，贸易结构不断优

化。前 8 个月，池州市机电产品出口
4.3 亿元，增长 15.8%；高新技术产品出
口4.6亿元，增长36%；有机化学品出口
3.9 亿元，增长 57.8%；纺织品、服装、箱
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 7 大
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 3.3 亿元，
增长44.4%。

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增长迅
猛。前8个月，该市以保税物流方式进
出口39.9亿元，增长21%，占全市外贸总
值的49.9%；一般贸易进出口28.5亿元，
增长11.3%；加工贸易进出口11.7亿元，
增长473.5%。

今年以来，池州海关积极推进“两步
申报”“提前申报”“两段准入”等通关模
式，进一步压缩整体通关时间，稳住外贸
产业链、供应链；积极指导企业抢抓
RCEP等自贸协定机遇，提升国际竞争
力，保订单、稳出口，开拓新兴国际市场。

池州前8个月外贸增长韧性足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记者从日前
召开的“淮北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创新”专场上获悉，淮北市坚定
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
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力度，高新技术
企业总数从2012年的27家增加至2021

年的221家。
淮北市摸排科技型中小企业，将自

主创新能力强、市场前景好、成长性高
的科技型企业纳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库；建立“一企一档”，实行动态管理，及
时调整、充实培育库。2021 年，全市备

案科技型中小企业262家，入库省高新
技术培育企业70家、市高新技术培育企
业142家。

该市采取“一对一”帮扶、“点对点”
指导、“面对面”宣传等举措，帮助培育
企业挖掘知识产权、推进成果转化、加
强研发管理。同时，发挥财政资金激励
引导作用，激发企业创新发展动力，
2021年市财政兑现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认定奖励资金1494万元。

淮北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促转型

9 月 25 日，2022 年
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
会登山比赛在肥东县
白马山开赛，近 600 名
登山运动员参加。比
赛全程约 6.5 公里，共
设 6 个组别，今年首次
设置了公开组，面向社
会公开报名。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本报讯（记者 史力）最新预报显
示，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将有一波高温
天气，最高气温预计在35℃以上。与此
同时，近期我省雨水仍然稀少，旱情持
续发展。

9 月 25 日的气象干旱监测数据表
明：淮河以南大部有重度以上气象干旱，
其中合肥、六安、安庆、池州、黄山和马鞍
山特旱；淮北地区有轻到中度气象干旱。

预计 9 月 27 日到 29 日，自北向南
会有一次弱降水过程。9月30日到10
月 3 日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
气为主。10月4日到5日，自北向南还

会有一次降水过程。但预计这些降水
过程都短暂且雨量稀少。未来10天我
省累计雨量：江北 10～25 毫米，江南
1～10毫米。旱情将持续发展。

干旱少雨的同时，今天开始到 10
月3日，我省气温逐渐升高，其中10月1
日淮河以南、10月2日至3日全省大部
分地区将出现 35℃及以上的高温天
气。10月4日至5日受冷空气影响，全
省高温将有所缓解。

气象部门提醒，沿淮淮河以南旱情
持续发展，各地要继续做好抗旱工作。

我省将有35℃以上高温天气
预计27日至29日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弱降水过程

■新华社记者李亚彪刘美子朱青

研发成果怎样走出实验室？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如何联动相融？如何
让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近日，记者在科创大省安徽的研发
机构、科技企业等一线走访发现，安徽
在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
地的实践中，遵循市场逻辑，提高创新
成果转化的效率效能效益，积蓄了发展
新动能。

成果“沿途下蛋”
驱动产业发展

数百米长的合肥“量子大道”上，一
批从实验室走出的量子科技企业在这
里聚集。

这条大道的背后，是安徽的科研团
队推动我国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
子精密测量三大应用方向上均进入世
界前列的科研优势。

在聚焦重大科技成果的同时，安徽
注重用市场的逻辑谋事、资本的力量干
事，不断推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
实现产业化。

作为科创大省，安徽拥有合肥同步
辐射光源、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稳态
强磁场实验装置等大科学装置，“大校
大院大所”聚集的科研优势，构筑起科
技创新的硬核实力。

“人造太阳”光学技术衍生新型安
检设备，同步辐射光源帮助提升新能源
汽车电池的“续航力”……大科学装置
主动对接市场需求，正加速催生应用成
果，驱动产业发展。

“大科学装置是先进技术的工程集
成，建设过程中的技术既具有先进性，
也具有工程可实施性，其产业化落地有
望产生引领市场的产品。”在9月17日的
全国“双创周”合肥大科学装置成果转
化产业峰会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
同步辐射实验室副主任李良彬说。当
天的峰会上，70多个面向市场研发的大
科学装置项目转化交易成功，交易额达
82.2亿元。

传导市场需求
尊重企业主体

在安徽，“企业出题、政府立题、高校
解题、市场阅题”的需求传导型合作模
式，让科研端对市场的感知能力极大增
强，企业牵头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
新联合体，在创新中的角色愈发重要。

目前，安徽依托科技领军企业，组
建了4家省级创新联合体。“科技领军企
业根据主体研究方向，围绕产业链上下
游选择合作共建单位。”安徽省科技厅
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处三级调研员薛
军说。

荃银高科在国内水稻领域的品种

研发、选育和推广方面位居前列，企业
牵头组建安徽省水稻种业技术创新联
合体，今年5月，他们买断中科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吴跃进团队依托安徽省科
技重大专项的项目成果——“谷草兼用”
脆秆水稻关键基因及其应用技术，并积
极推动产业化，取得了良好市场反馈。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发挥了研判
市场、成果推广的作用。”荃银高科相关
负责人说。

据安徽省科技厅统计，全省的省实
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有一半为高新技
术企业承担；全省132 家新型研发机构
中，85家为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组建。

围绕市场需求，安徽还出现了校地
合作新模式。天长市是国内仪器仪表、
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曾面临产品低
端、核心技术缺乏、转型升级压力大等
困扰。当地与合肥工业大学共建创新
平台，校方编制项目指南，将企业技术
需求“传导”回学校科研一线，支持多个
支柱产业转型发展。

遵循市场逻辑
打造创新生态

“我们不断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
能，探索让企业发现市场需求、让科学
家研判技术前景、让市场验证‘赛道’价
值。”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夏辑说。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安徽省用“市场逻辑”不
断优化制度，从“平台思维”到“场景思
维”，打造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联动
相融的新生态。

据介绍，安徽不断发挥政府在“产”
和“研”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向企业
征集需求，已成为安徽科技创新常态化
制度安排，每年的“揭榜挂帅”榜单全部
来自企业需求。

“我们还邀请企业代表参与相关论
坛，提出技术需求，让他们参与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决策过程。”合肥市发
展改革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管
理处处长张杰说。在安徽省科技厅，相
关部门还从企业中征集并编制出首批
60 项“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任务
清单，用于组织研发项目实施。

安徽省科技厅数据显示，2015年到
2021 年，安徽部署新型显示、新一代通
信技术等34个领域，累计支持项目1168
个，省财政投入18.79亿元，引导市县投
入 14.32 亿元，带动项目承担单位投入
135.26亿元。

安徽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主导的成果转化机
制和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本链融
合体系的建立，催生了更多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并逐渐成为安徽
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

（新华社合肥9月26日电）

让市场验证“赛道”价值
—来自安徽科技创新一线的观察

■ 本报见习记者许昊杰
本报记者刘洋本报通讯员李曙

清明始种，白露起姜。近日，记者
来到位于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天门村
的金丰元农业发展基地内，基地负责人
钱雪芹正在带领村民采收鲜姜，姜田里
弥漫着浓郁、清新的姜香味。

近年来，天门镇将铜陵白姜作为特
色产业大力发展，积极培育经营主体，
广泛开展技术培训，涌现出一批白姜生

产企业和种植大户，全镇种植面积3500
余亩。

“我们在天门村流转 2200 亩土地，
目前已种植315亩白姜，包括一块60亩
的土壤改良田、一块大棚种植试验田。”
钱雪芹说，为了提高白姜产出效益，在
传承铜陵白姜传统种植技术基础上，应
用了大棚种植、机械作业、滴灌喷淋等
技术，并尝试了预防姜瘟病发生的土壤
改良方法，打造了监控溯源物联网，后
期上市的产品可实现扫码溯源。

“虽然今年受旱情影响造成了一定
减产，但我们通过科技赋能种植和适当
延迟白姜上市时间，保证亩产稳定在
1500公斤左右，再加上今年白姜市场行
情好，我们有信心实现增收。”钱雪芹说。

位于天门镇的铜陵南门姜业专业
合作社，记者看到起姜机在绿油油的姜
田里穿梭，当地农民将白姜从松动的土
中拔起，摆放整齐，等待运输。

“状如‘佛手’，鲜嫩饱满，你看我们
种出的白姜多好。”看着白姜破土而出，

南门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章文俊告
诉记者，由于实施了精细化管理，亩产
要比常规种植高出300公斤以上。

“从冬季恒温留种，到春季常温育
种，科技手段贯穿其中，我们还建成了
白姜种姜催芽厂房以及专门的保鲜贮
藏库。”章文俊告诉记者，合作社与省内
高校、科研机构合作，选育改良白姜新
品种、探索保种催芽新途径、示范推广
栽培新技术，已经取得了相关专利。

在该合作社的深加工工厂，采收来
的白姜完成去皮、清洗等工序，随后被
送入“阳光房”进行晾晒。

“我们已经形成了育种、种收、加工
一体化模式，收益不错呢!”章文俊说，合
作社去年已实现经营性收入216 万元，
今年有望进一步增加。

科技赋能白姜增收

本报讯（记者 贾克帅 通讯员 王璨
李琴）记者近日从马鞍山市市场监管局
获悉，该市在原有企业开办“一日办结”
服务平台的基础上，打破平台壁垒，率
先实现电子营业执照、电子印章、电子
档案在守合同重信用领域的应用。

马鞍山市将“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信
息公示系统”与前期建设的“电子营业
执照前置验证系统”对接，市场主体在
申报马鞍山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时，
可使用前期免费发放的电子营业执
照、电子印章，扫码安全登录，对申报

材料进行在线盖章确认。同时，也可
使用电子营业执照的加密签章功能，
对在线发放的“守合同重信用证书”进
行签章证明。

该市通过拓展企业开办集成服务
功能，实现“守重企业”申报所有电子资
料均在线上填报生成，并签章确认。审
核流程结束后，相关电子资料以一户一
档的形式在网上公示，实现了业务全程
不见面，让数据多跑腿。

马鞍山“守重企业”申报全程电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