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濉溪县养鸽

专业村———百善镇

马乡村， 县人大代
表、 养鸽大户马红
彬格外忙碌， 他时
常到一些养鸽户的

鸽舍查看鸽子生长

情况， 传授养鸽技
术。近年来，在他的
带动下， 马乡村养
鸽业快速发展 ，现
有规模养鸽大户

30 多家，种鸽存栏
12 万多对，年产值
上千万元。 图为马
红彬向养鸽户传授

春季防病技术。
陈若奎 摄

省农科院加工所服务企业农户———

加工新技术让农产品“身价”大增

■ 本报记者 刘刚

近年来， 农产品加工业方兴未
艾。 记者从省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
所获悉， 该所和全省各地积极合作，
研发出一批农产品深加工技术，不仅
解决了一系列难题，而且让农产品效
益大幅增加。

改造设施减少损失

“以前我们种植出来的生姜因为
保存方式和设施不科学，每年生姜保
质期只有四五个月，看到辛辛苦苦种
植出来的生姜卖不上高价，我们感到
很痛心。 ”舒城县谷瑞农业公司负责
人丁思年常年从事生姜种植销售，每
年都要销售数百万斤生姜。 他告诉记
者，以前他们只知道种植，忽视贮存

和加工，而每年因为保存不当，很多
生姜在市场价最低的时候上市，造成
不必要的浪费。

在得知丁思年的苦恼后，省农科
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江舰立即
组织团队，和丁思年共同攻关，终于
解决了难题。 “我们发现这家公司以
前保存生姜的方式仍然是传统的挖
洞贮存，因为湿度、温度控制不准，所
以生姜保质期很短。 ”该所果蔬加工
室主任杨松说，科研团队帮助这家公
司设计了现代化贮存设施，大大延长
了生姜的保质期，让公司和农户都减
少了损失。 “自从采用新的贮存设施
后，我们每年几百万斤生姜霉变率大
幅度降低，而且可以好几年都不会变
质。 ”丁思年告诉记者，这让他有了进
一步创业的信心和动力。

和丁思年一样，歙县一家从事豆
制品加工的老板凌建年以前也是面
临困难，如果不是专家帮助他，可能
早就经营不下去了。 “业内人士都知
道豆制品加工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污
染，因为大豆在加工的过程中会有黄

浆水排放，如果处理不好，会给周边
生态环境带来较大的破坏。 ”凌建年
说，以往自己不重视污染处理，周边
群众意见很大，多次被当地环保部门
批评。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主动找
到省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所
长程江华带领团队来到加工厂，经过
长达数月的攻关，终于解决了污染难
题。 专家团队不仅帮助他重新设计了
污染处理设备，而且让黄浆水再次加
工，成为养猪的饲料，变废为宝。 “黄
浆水变成养猪的饲料，每年让我减少
污染处理费用近 20 万元。 ” 凌建年
说，污染问题解决后，他就有精力投
入到生产中去，以后还要研发更多的
产品投入市场。

让农产品提高价值

刘盛铭是滁州市南谯区一家农业
企业的负责人， 该企业长期从事滁菊
种植和销售。 “我们有种植基地 1000
余亩， 每年光自己的基地就要生产干
菊花近 30万斤。 ”她告诉记者，每亩近
300 斤干菊花适合泡茶的上等花只有

100 斤左右， 而剩下来的次等菊花市
场价格并不高。 为了让这些次等菊花
升值， 刘盛铭找到省农科院农产品加
工研究所，经过专家团队反复论证后，
提出上马滁菊酸奶和蒸汽眼罩项目。
“由于菊花具有明目的药用价值，蒸汽
眼罩上市后大受欢迎， 目前每年可以
销售 10万盒，产值近 500万元。 ”刘盛
铭告诉记者，今年 5月份，滁菊酸奶项
目就要投入运营， 预计每年会解决上
千亩菊花的出路。 “以往次等菊花每斤
10 元，而经过深加工后，每斤可以增
值 50 多元，大大提高了价值，也让我
们有信心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带动更
多的农户种植菊花致富。 ”

随着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需求逐渐提高，如何提供优质安全
的农产品也成为诸多农业企业的共
识。 “我们过去做的鲜切姜由于技术
落后，送到超市和酒店里，两天就变
色了，消费者不愿意购买。 ”丁思年
说，鲜切姜市场需求量很大，但是不
宜保鲜，如果不解决这一难题，鲜切
姜的市场就很难开拓。 在省农科院专

家的指导下，鲜切姜的保鲜期长达五
六天，让他的产品获得商家好评。

紧扣产业需求做文章

江舰告诉记者，这几年，省农科
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积极服务农产
品加工企业、农户和合作社，示范推
广新技术近 30 项。 下一步要结合我
省皖南、江淮、皖北不同区域的资源
条件和加工产业现状， 围绕原料优
势、升级加工技术层次，解决副产物
废弃物污染环境、 提高产品品质，将
特色资源打造成为特色产业，推动形
成特色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该所将加大核心关键技术的创
新集成，着力突破一批产地初加工、冷
链与物流、精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
用、营养健康、质量安全保障等重大关
键技术瓶颈，集成创新一批生态循环
种养加、生物发酵、资源高效利用等技
术模式，集成应用一批投入品减量增
效、废弃物综合利用、农产品加工储运
等先进实用科技成果，让成果迅速落
地，成为农民增收的“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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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菜“快递”大上海
眼下正是大棚蔬菜上市的季

节。 在阜阳市颍东区普惠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 工人们正
忙着采摘新鲜的黄瓜。

普惠生态农业种植基地有温室
大棚 68 座，每天产出的各类蔬菜达
三四千斤。 得益于和大型商超建立
的产销对接关系， 基地生产经理张

华再也不会为产品销路发愁。
“通过跟菜递公司对接， 符合

条件的蔬菜基本都能卖出去。 中间
环节减少了， 还能卖个好价钱，基
本上不存在滞销问题。 ”张华笑着
说。

张华口中的菜递公司是阜阳商
厦旗下的农副产品采购、整合、配送

电商服务平台。 自上线以来，该平台
已经和全市近 20 家大型农业专业
合作社建立了产销合作关系， 并依
托自主开发的“净菜工厂”延长蔬菜
的保质期， 帮助本地优质农产品走
向长三角中心区。

“就目前的订单来说，今年我们
的蔬菜销售额可能会突破 1 亿元。 ”

阜阳商厦菜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长管国联介绍，近年来，在有关部
门帮助下，公司与上海谦诚食品、合
德食品、云身果品、觅獾供应链、海
底捞等大客户达成合作， 将本地的
青椒、生姜、大蒜等蔬菜产品源源不
断销售出去。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渠道，更好
带动本地蔬菜产业发展，让善于做、
善于种的本地农业合作社强信心、
有收获， 并以此带动更多周边农民
参与规模种植， 进一步提升农业效
益、推动乡村振兴。 ”管国联说。

(张凯培 武艳)

天长全力防治
小麦赤霉病

本报讯 天长市 96 万亩小麦长
势喜人，丰收在望。 目前，该市正全力
推进赤霉病防控工作。全面落实“政府
主导、部门指导、属地责任”的防控机
制， 已落实防控资金 1400 多万元，亩
均达 15 元以上。

全市 100 多名农技人员进村到
户，实行网格化管理，指导农户和机手
选好药、用对药。大力推进以全程承包
为主、 代防代治为辅的专业化统防统
治服务， 重点组织装备精良、 服务高
效、 管理规范的病虫防治专业化服务
组织，开展赤霉病防治，引导鼓励专业
化防治组织对周边小农户或外出务工
农户、无劳力户等开展代防代治，提高
全市小麦赤霉病防治覆盖率和农药利
用率。 （崇殿祥 徐恒玉）

全椒壮大林业特色产业
本报讯 全椒县以全国林长制

改革示范区先行区建设为契机，创
新培育薄壳山核桃特色产业集群发
展， 全力培育壮大林业优势特色产
业，目前，该县发展薄壳山核桃连片
种植 100 亩以上的基地面积 6.3 万
亩，位居全国县级规模之首。

该县规划到 2030 年薄壳山核
桃产业总规模达到 25 万亩以上，建
立 500 亩以上的产业基地不少于 30
个，1000 亩以上的不少于 20 个，配
套建成一座核桃综合加工厂和一座
食用油加工厂，推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县薄壳山核桃产业协会

充分发挥平台纽带作用， 积极申报
国家地理标志注册商标，帮助 10 个
企业申报国家绿色产品认证； 组织
企业和大户交流学习， 开展栽培和
管理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规
范行业标准，实现抱团发展。

组建技术服务组， 开展产业培

训，创新技术支撑能力，鼓励企业与
科研院所开展广泛的技术合作。 利
用微信群， 定期向造林主体发送造
林、抚育、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术信
息。 围绕把全椒县 “中国碧根果之
都”名片做实做强的目标，打造薄壳
山核桃全产业链， 创新和研发特色
新产品，建设碧根果小镇，建立全国
碧根果交易集散中心，带动旅游、物
流和服务业发展。

（杨旭涛 包增光）

休宁建泉水鱼产业创新团队
本报讯 为推进泉水鱼产业规

模化、标准化、绿色化发展，近日休
宁县建立泉水鱼产业技术创新团
队。 该团队负责人由农业部草鱼遗

传育种研究室岗位科学家、 上海海
洋大学副校长李家乐教授担任，依
托于农业部淡水水产种质资源重点
实验室，由上海海洋大学、安徽省水

产技术推广总站、 休宁县农业农村
水利局、 泉水鱼苗种养殖企业技术
人员共同组成。

创新团队致力于服务休宁泉水

鱼品牌建设，实现壮大产业、农民增
收两个目标，协调上海海洋大学、休
宁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泉水鱼养殖
示范企业三个主体，建立良种繁殖、
病害预防、饵料供应、示范带动、市
场推广五个系统， 推动泉水鱼产业
绿色健康发展。

（李文进）

怀宁推广优质水稻新品种

本报讯 春耕前夕， 怀宁县
种植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家开
展了 2021 年度优质专用水稻生
产示范基地主推品种的遴选工
作。 专家组推荐深两优 136、Y 两
优 17、望两优 029、荃两优 2118、
晶两优 1212 等， 为怀宁县 2021
年优质专用水稻生产示范基地主
推品种。另据了解，该县还大力发
展再生稻生产， 目前播种面积已
超过 4 万亩。

(钱续坤 袁功平)

潜山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4 月 10 日，在潜山
市梅城镇风凰山上， 一个个采茶
姑娘挎着竹篮，手指翻飞，一片片
新嫩的芽头被采摘下来。近年来，
潜山市坚持将茶产业作为特色优
势产业来打造，抓好基地，着力提
升标准化生产水平；强化龙头，以
深加工提升产业品质；靓化品牌，
广泛扩展市场销售；加大投入，强
化扶持支持。到目前，全市茶叶种
植面积达 12.2 万亩， 年产值达 5
亿元。 （程院法 朱礼普）

固镇“田间课堂”助春耕

本报讯 开春以来， 固镇县
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成立 212
个技术服务小分队，深入农业生产
一线，开设“田间课堂”，助力春耕
生产。“田间课堂”取代了以前开会
式的培训，促使农技人员走出办公
室，下到田块，直面农户，现场讲解
示范，深受农民欢迎。据了解，全县
春耕备耕“田间课堂”己开课 47场
次，听课村民 5200多人次，发放技
术资料 6000余份。 (潘玉响)

关帝庙构建耕保长效机制

本报讯 为强化土地管理 ，
依法保护耕地，近年来，砀山县关
帝庙镇积极开展 “打非治违”行
动，着力构建耕地保护长效机制，
有效地遏制了非法占地现象的发
生。 该镇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工作
人员进企业、进村庄、进校园，上
门宣传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聘请
11 名基层人大代表为自然资源
管理监督员， 并广泛征求人大代
表的意见和建议。 将“打非治违”
纳入日常工作，建立奖罚机制，定
人定责抓落实。开通举报电话，对
非法占用耕地的， 做到受理一起
处理一起。 （周效义 雷洪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