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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格”护渔更精准
■ 通讯员 胡体红

本报记者 冯长福

“喂！胡德春嘛？你 15分钟赶到
闾坑口河段， 与我大队执法人员配
合执法。 ”4月 21日上午，绩溪县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陈奎，
在县渔政信息指挥中心下达指令。

很快，胡德春与陈奎等同志在
周坑村中王桥汇合，后沿着河岸到
达指定地点，劝离垂钓人员，并暂
扣其钓具。“通过光电设备，我们发
现这里有人垂钓，就赶过来了。 胡
德春是临溪镇聘用的专职护渔
员。 ”陈奎介绍。

登源河保护区位于绩溪县登
源河及其 6 条支流，核心区为登源
河主干道， 全长 55.3 公里， 面积
276.5 公顷， 主要保护对象是桃花
鱼、石斑鱼、马口鱼、黄颡鱼等土著
鱼类。 2020 年，登源河保护区全面
禁捕后，禁渔执法成为渔政工作人
员的重点。

记者从绩溪县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了解到，为更好地呵护渔

业资源，登源河主河道沿线已实现
24 小时实时监测。 “主河道沿岸高
山上安装了 4 套光电设备，有实时
记录河段相关水域情况的高清视
频，不仅白天可记录，晚上也可热
成像。 ”陈奎介绍，“白天单位有专
职人员查看；晚上执法人员可通过
手机终端查看。哪个地方有非法捕
捞和垂钓，通过‘千里眼’第一时间
就可发现，便于及时查处。 ”

沿河三个镇伏岭、瀛洲、临溪
还成立了专业的渔政协护员队伍，
定期巡查沿河水面。 目前，这三个
镇共聘用了 9 名专业护渔员，按照
居住地分成 9 个标段，每个人负责
一段，实施网格化管理，镇政府与
护渔员签订了聘用协议。

骑着电瓶车，戴着“禁捕巡查”
红袖章，临溪镇临溪村护渔员胡树
成正在他负责的河段巡逻。 “一天
在河段巡查两次以上，一方面劝退
垂钓者，另一方面在巡查中宣传禁
捕政策。 ”胡树成边巡查边说。

“保护区临溪段共聘用 4 名护
渔员，工资与绩效挂钩，村护渔员、镇

执法队建了工作群，将每天巡查情况
上传至微信群内，让镇领导及时掌握
动态。 ”临溪镇副镇长王永忠告诉记
者， 对护渔员的绩效考核有具体细
则，且根据情况变化适时调整。

“渔政协护员既是必要补充，
又是得力干将。 因为他们熟悉地
形、熟悉河道，能更好地承担起护
渔的职责，是对智能化监管盲区的
必要补充。 从目前来看，实施‘智
能+网格’的管理模式后，保护区内
垂钓和非法捕捞现象明显减少。 ”
陈奎介绍。

据了解，2021 年底， 宣城市渔
业管理服务中心组织专家组对登
源河保护区 2020 至 2021 年禁捕
效果开展评估，认为实施禁捕两年
来，登源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渔业资源总量已显
著回升，禁捕成效明显，保护措施
值得推介。

花生区间震荡 不宜过分看涨
在经历一波短暂的偏弱走势之

后，进入 4 月中旬以来，国内花生市
场行情整体略有起色。 近期，主力油
厂积极的收购态度和部分产区疫情
后交通管控逐渐放宽，经销商适量补
库， 对花生市场信心带来一定支撑，
但终端需求始终不旺，市场成交量依
然不大。

短期国内花生市场大幅波动的
概率不大，中长期也不建议过分看涨。
一是我国花生 50%至 60%用于榨油，
目前油厂仍是市场需求的主力军。 近
段时间以来，主力油厂收购态度积极，
库存或得到有效补充，但因库容有限，
部分工厂已开始按压榨产能限量卸

货， 后期如果油厂收购策略作出一定
调整， 则可能影响市场看涨心态。 目
前，农户仍有部分余粮，后期气温升高
将不利于花生米储藏， 部分储藏条件
较差的余粮或将陆续上市交易。 市场
整体需求不旺，商品米消耗进度缓慢，
产区供应较为充足， 疫情后部分产区
将会释放更多的库存量。

预计短期国内花生市场行情受
油厂积极收购影响，仍将维持窄幅震
荡走势，但也不排除部分产区存在偏
弱调整的可能，建议后期关注油厂收
购策略的调整及市场库存情况和经
销商出货意愿，理性看待当前市场走
势。 （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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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三觉镇大量苗木滞销
■ 本报记者 刘刚

4月 25 日，寿县三觉镇博觉花卉
种植基地负责人张杰向记者反映，他
种植的大量花木由于疫情滞销严重，
他希望社会爱心人士能帮助他销售。

张杰告诉记者，他在三觉镇种植
花木已经 8 年了 ， 前前后后投资
3700 多万元， 在当地创建了一家占
地 160 多亩的花卉苗木种植基地，主
营品种是蝴蝶兰、红掌、凤梨花。 “目
前基地种植的主要是红掌和凤梨花，
大概有 7 万株左右。”据张杰介绍，由

于当地行程码带星，基本没有客商来
这里收购，他们自己也没办法出去销
售。 他希望有愿意购买的客商可以
和他直接联系， 红掌报价是每株 20
元，凤梨花报价是每株 25 元，如果购
买量较大，价格还可以优惠。

如果您愿意伸出援手，帮助张杰
销售花木 ， 请和他联系 ， 电话 ：
13501998132。

小龙虾持续“掉价” 养殖户收益走低

■ 本报记者 刘刚

受疫情影响， 不少城市的大排
档、烧烤摊生意不甚理想，小龙虾的
消费也随之萎缩。 虽然大排档、烧烤
摊的菜单上，小龙虾的价格并未有明
显变化，但记者采访小龙虾养殖户获
悉，在多个养殖基地，小龙虾的身价
已明显下降。

小龙虾批发价走低

4 月 24 日上午，合肥市周谷堆批
发市场从事水产批发生意 10 余年的
徐老板告诉记者，他从早上 7 点开始
就把小龙虾打包后发往本市的菜市
场和餐饮店。 徐老板从养殖户手里收
购的小龙虾都是合肥市周边养殖的，

有“234 钱”和“567 钱”两种。
他告诉记者，当天“234钱”的收购

价是每斤 7至 8元，批发价是每斤 9至
12元，而去年“234钱”的批发价是每斤
12元。 不少批发商对记者说，今年小龙
虾销售不如去年，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低
不少，很多餐饮店拿货不积极。

当天记者咨询了合肥市多个售
卖小龙虾的餐馆和大排档，发现做好
的小龙虾价格并没有多大变化。 在位
于合肥市潜山路附近的某美食街，一
家小龙虾大排档里有蒜蓉、 油焖、油
爆、清蒸、冰镇等多种口味的小龙虾
供食客挑选。

该大排档的菜单显示，小龙虾的
价格按量来定，1 斤卖 68 元， 和月初
一样。 小龙虾收购价格走低，为何菜
单上的小龙虾价格没降？ 该家餐饮店
老板解释称，一方面是店内所售的小
龙虾品质较高，采购成本高，同时还
需要请专人对小龙虾进行清洗，此外

还有损耗， 这些都是要计入成本的。
另一方面，很多餐馆的订单都是走外
卖平台， 平台每单要抽取 20%的佣
金，导致成本上涨。

养殖户收益比去年低

“去年这个时候小龙虾价格也偏
低，没想到今年的价格更低。 ”定远县
西卅店镇小龙虾养殖户蒋邦启告诉
记者， 由于最近几天气温比较高，小
龙虾大量上市， 价格多日持续下降。
他说，“234 钱”的每斤收购价是 6 元，
“56 钱” 的每斤收购价是 11 元，“789
钱”的每斤收购价格是 22 元，均比去
年同期下降 3 元左右。

“每亩小龙虾也就 200斤的产量，
如果都是规格小的，养殖利润那就太
低了。 ”蒋邦启解释说，由于周边城市
疫情管控，餐饮店生意比较差，对小龙
虾的需求量不如去年高，再加上最近
集中捕捞，导致价格持续走低。

全椒县赤镇龙虾合作社创办人
王如峰养殖小龙虾十几年，他说这两
年小龙虾价格走低不奇怪，因为这几
年各地都在大力发展小龙虾养殖，已
经明显感到市场饱和了。 “规格小的
小龙虾价格低， 比去年同期还要低，
但是 7 钱以上的小龙虾价格每斤还
是要 25 元。 ”王如峰建议养殖户一定
要精心养殖，尽可能多养殖出规格大
的小龙虾， 这样养殖利润还是可以
的。 他认为，今年的疫情对小龙虾的
影响很大，以往他销售的主要城市是
南京和上海，目前均停止供应，只能
在滁州市本地销售。

疫情期间仍需加强管理

据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负责人介
绍，4 月下旬正是小龙虾上市的高峰
期，但全省各地疫情散发，对小龙虾销
售产生严重影响。 霍邱县、裕安区、颍
上县、 寿县等地为应对疫情先后实行

静态管理，禁止小龙虾交易和流通，致
使许多种养企业、 养殖户小龙虾压在
田里，价格也较往年有明显下跌。

当前，我省进入疫情防控的紧要关
头，小龙虾也进入上市的关键时期。 由
于疫情防控期间多地实施静态管控和
人员隔离措施，小龙虾产业面临着用工
短缺、投入品储备不足、外销受阻等问
题，出现压塘情况。 为防止小龙虾压塘
引起的大面积病害发生，省水产技术推
广总站组织专家研究提出了小龙虾田
间管理要点，供养殖养殖户参考。

4 月下旬至 5 月底，水温升高，应
加强水质调控。 5 月 10 日之前，稻田
水位控制在 30 至 40 厘米之间，5 月
10 日之后，稻田水位加深到 50 至 60
厘米之间，有合适水源的稻田可适当
加注新水，最好能形成微流水。 在稻
田小龙虾密度较大的情况下，建议以
投喂颗粒饲料为主。 日常管理中做到
适量投饵，减少剩余残饵沉底。

大豆价格或稳中偏弱运行
疫情的大面积爆发使得国内大豆

市场陷入低潮，全国各地物流受阻，原
料和产品流通受限，上下游购销暂缓。
但大豆价格整体稳定。 随着防控措施
的加强，各地陆续解除封控，购销将逐
步恢复， 那么后期大豆市场将如何演
绎？ 笔者认为，疫情过后需求端或将少
量补库，但长期来看，随着气温的逐步
升高，豆制品需求将越来越淡，豆价将
稳中偏弱运行。

目前， 东北产区主流大豆价格
依旧维持在 3.12 至 3.15 元每斤。 多
数贸易商库存不大，1000 吨以上库
存的贸易商较少。 个别库存较多的

贸易商多以大颗粒优质大豆为主，
因基层余粮见底，粮质参差不齐，收
购热情也不高， 库存好粮待青黄不
接之时再行出售。

南方产区方面， 多地基层粮源
不多，但价格较为稳定。 运费大幅上
涨外，近日加需求有所好转，豆价开
始上涨。 南北产区仍受疫情影响走
货不畅，但豆价依旧坚挺，南方部分
地区因粮源较少需求上升而出现上
涨情况。

东北产区大豆外销受汽运费用
高昂等因素制约，经销商的采购成本
大增。销区部分经销商及部分工厂库

存较低，确有补库意愿，若疫情短期
内有效控制， 或将出阶段性补库高
峰。 但后期随着气温的升高，部分蛋
白厂产品走货将日益疲弱，或将出现
停机检修等情况。豆制品需求淡季的
到来，使得大豆市场更趋清淡。

往年的直属库收购一般在五一
前后便开始停收。 后期若直属库不
再收购外加进口豆的冲击， 豆价或
将偏弱运行。 基层粮源不多，好粮更
少，短期内豆价仍将以稳为主。 后期
需求关注疫情防控进展、 各直属库
收购情况、 进口大豆实际到港量及
中储粮的拍卖情况。 （农信）

“一喷三防”保小麦稳产增收
谷雨时节， 安徽农垦皖河农场

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抽穗扬花期，
也是病虫害多发期。 为有效避免小
麦赤霉病、白粉病、蚜虫等病虫害发
生， 该农场集中力量开展 “一喷三
防”，确保小麦稳产增收。

4月 23日， 在皖河农场农业技术
推广站统一经营田里， 两台大型自走

式喷杆喷雾机正在给小麦喷洒农药。
一台大型自走式喷杆喷雾机一天能喷
洒 400亩小麦，省时高效，极大地提高
了劳动效率。 “以前人工喷洒一天最多
30亩，现在机械作业效率提升了 10倍
以上，而且喷洒均匀，节省时间。 ”皖河
农场农技推广站工人陈铜陵说。

在麦田的另一端， 装载农药的

植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
沿着麦田来回飞行， 喷出的雾状药
剂均匀洒在麦田里。该农场早在 200
8 年就组建了一支专业植保飞防队
伍。 “植保飞防有高效、精准、安全的
特点，是植保机械化的有效补充。 ”
农场农技推广站负责人程大强告诉
笔者。 截至目前，皖河农场公司 1.16
万亩小麦“一喷三防”第二遍防治已
全面结束， 共投入自走式喷杆喷雾
机 10 台，植保无人机 30 台，为小麦
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徐丽燕）

采茶女返乡记
近日，一辆满载采茶女工的旅游

大巴车，缓缓地停在明光市桥头镇岗
王北小区门口， 车里最后一批近 30
名采茶女一路颠簸，终于从浙江省湖
州市回到了家乡。

“两个月了，我们终于到家了。 ”
采茶女朱苹眼角挂着泪珠， 激地动
说。 两个月前，这群采茶女按照每年
惯例，在清明前前往 300 多公里外的
浙江省湖州市务工采摘春茶。 一场
春茶采摘完后，正准备返回家乡的采
茶女， 却因疫情影响滞留他乡。 “什
么时候才能回家乡？ 回家的路上会
不会感染疫情？ 村里会不会不让她
们回家？ ”一个个疑问压在她们迫切
想回家的心上。
正当采茶女犯愁时，桥头镇伸出

援助之手，千方百计安排她们早日回
家。 该镇迅速启动迎接采茶女回家
方案， 部署各村火速与采茶女联系，
摸清采茶女人数、结束采茶时间等信

息。 结果排查统计出 119 名采茶女，
在低风险地区的返乡信息。 经与上
级部门请示沟通后，桥头镇政府与用
人方对接协商，集中安排车辆，分三
批将采茶女工送至明光西高速路口，
由镇里用大巴车接回到集中隔离点，
进行居家隔离监测。

“我们在明光西高速出口下车，看
到了镇村干部来接回家时，我激动得
眼泪都下来了，谢谢镇政府接我们回
家。 ”采茶女张守霞感激地说。

“为减少人员接触，桥头镇还与
司机沟通让采茶女在夜间返回。 连
日来， 镇村干部们也熬了好几个晚
上，但想到在外地的桥头乡亲们能够
安全回家，再累也值了。 ”桥头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陈香介绍说。

(王晗笑 周妍 袁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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