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多阴雨
预计 26-27 日淮北多云有时阴

天，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28-30 日淮
河以南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 28 日江
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雨， 沿江江南
部分地区大雨。 25-28 日气温逐渐下
降， 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平均气温将
下降 4～6℃， 其他地区 7～9℃；28-30
日全省最高气温 20～24℃。

具体预报如下：26日， 江北多云，
江南多云到阴天， 部分地区有小雨；27
日，淮北多云，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
大别山区南部有小雨，江南多云有时阴
天，局部地区有小雨；28日，淮北阴天，
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
雨，江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29
日，淮北阴天转多云，江淮之间阴天转
多云，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
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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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逐梦甜蜜事业，枞阳“老蜂农”王高生———

追逐时代“花” 酿香老区“蜜”
■ 本报记者 许雅婷

4 月 23 日下午两点，王夏准时出
现在“深山蜜源记”抖音直播间。 她一
边现场切着蜂巢蜜一边介绍产品，隔
着屏幕似乎都能闻到蜂蜜的香甜。 不
多时，小黄车的产品链接就显示“已
抢光”。 “我们每场直播能卖 3-5 万元
蜂产品，自去年 8 月直播间开通以来
累计销售额有 1500 多万。 ”王夏在电
话里告诉记者。

王夏是枞阳县“老蜂农”王高生
的女儿，这些年来，她亲历了父亲发
迹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甜蜜事业越
做越大。 依托长江北岸优越的自然生
态环境，王高生的公司，目前已发展
重点养蜂户 300 多户 ， 蜂群 15000

箱，年产蜂蜜 350 吨，蜂王浆 10 吨，
花粉 8 吨，蜂胶 1 吨，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

“我 １９82 年就开始养蜂了，‘卖’
一直是最大的问题。 ”王高生向记者
介绍，一开始国内销路没打开，销量
很低；后来他创立了“高生源”品牌，
积累了一些用户。 直到“电商风”悄然
兴起， 蜂产品销量才真正有了起色。
2007 年，王高生便动员女儿一起开淘
宝店，他家的蜂蜜品质好、不掺假，一
度做到淘宝蜂蜜销量第三。2020 年抖
音“火了”，他和女儿又开辟新阵地，
在直播间卖起了蜂巢蜜。

除了电商“搭台”，政策“借力”也
不可或缺。 “２０14 年我们这成立了旗
山电子产业园， 对面就是物流企业，

发货非常方便。 ”王高生说，近年来，
枞阳县出台了一系列电商兴农支持
政策，优质农产品逐渐从“土疙瘩”变
成“香饽饽”。 据了解，目前全县像他
这样的电商市场主体有 3000 余户，
从业人员超 1 万人。

就在抖音直播做得风生水起的
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降临到王
高生头上。 2020 年秋，网上有人冒用
“高生源” 品牌在抖音销售获利 190
多万，致使品牌名誉受损，产品随即
被平台封禁。 “当时又生气又痛心，我
们品牌被封禁长达 7 个月，多次找平
台处理未果，损失惨重。 还好最后政
府帮我们解决了问题 ， 恢复了销
售。 ”

虽然产品重新上架，但销声匿迹

这么久，销量还是大不如前。 王高生
深深懂得“用户为王”的道理，在产品
质量上做足文章。 “我们严把质量关，
做到产前产中产后检测，同时发展数
字化养蜂产业。 ”王高生向记者描绘
了他规划中的未来养蜂新图景：生产
全程可视化，所有产品“一物一码”，
手机扫一扫，就能获得“从农田到餐
桌”的所有信息。 “让产品卖得可靠，
顾客吃得放心。 ”

“个人富不算富。 ”王高生的蜂蜜
产品越来越火，他开始带动更多的人
分享他的“甜蜜”。 他先后成立养蜂合
作社和电商协会，每年提供免费培训
50 多场，带领近 400 户养蜂人共同致
富。 同时开展电商扶贫，将养蜂“绝
活”传授给当地农户。 “我们给想要养
蜂的贫困户免费分发 5 箱蜜蜂，跟踪
进行技术指导， 确保他们会养蜂、有
收成。 ”

“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
谢大家的支持。 ”伴随着“嗡嗡”的蜜蜂
声， 王夏结束了今天的直播。 直播室
外，春暖花开，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香甜
蜂蜜，正在深山内外静静酝酿……

两部门：

未发生疫情地区

严禁不让农民下地
据新华社消息 农业农村部和

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 《统筹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产工作导
则》， 明确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不
得“一刀切”和层层加码，严禁以防
疫为由擅自设卡拦截、 随意断路封
村、不让农民下地。

对于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导
则提出， 要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
求，抢抓农时开展生产。及时打通影
响农民回乡务农、农机上路作业、农
资调运下摆、 农产品生产供应等的
堵点卡点，保证农业生产正常开展。

对于防范区农业生产作业，导
则要求，坚持“强化社会面管控，严
格限制人员聚集”的总要求，在落实
有关管控措施的基础上确保农业生
产正常开展。

对于管控区农业生产作业，导
则指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坚
持“人不出区、严禁聚集”的总要求，
原则上闭环管理，在满足以村（屯）
为单位至少 1 次全员核酸检测阴性
的条件后，有序组织开展农业生产。

对于封控区农业生产作业，导
则强调，坚持“区域封闭、足不出户、
服务上门”的总要求，封控区内人员
原则上不能出门下地作业。 封控区
达到解封标准后及时解除封控，尽
快恢复当地农业生产。

·老区新貌

千亩笋瓜采收忙

4 月 24 日，在
亳州市谯城区五马

镇五马常青园无公

害蔬菜生产基地 ，
菜农在采收笋瓜 ，
准备供应市场。

近日， 该镇种
植的 1300 亩笋瓜
喜获丰收， 全镇每
年仅笋瓜种植一项

就可为农民带来

1200多万的经济收
入， 促进了农民增
收。

刘勤利 摄

我省自贸区一季度
出口 456亿元

本报讯（记者 王逸群）记者从
4 月 22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一季度，安徽自贸
试验区实现进出口 456 亿元， 同比
增长 33.3% ， 高于全省平均增幅
17.3 个百分点。 新增注册企业 3646
家，签约入驻亿元以上项目 110 个，
协议引资额 1425 亿元。

在贸易便利化领域， 安徽自贸
试验区围绕跨境电商、中欧班列等推
出多项创新试点。如合肥片区开展中
欧班列进口货物“分段计税”运费机
制改革，一季度为企业节约境内段运
费 36.3万元； 打造跨境电商全流程
数据共享模式，提升跨境电商出口中
转效率，节约中转时间 24小时、年节
约资金成本约 500万元。蚌埠片区开
展出口货物退（免）税备案单证无纸
化试点，大幅降低办税成本。

在营商环境优化方面，自贸试
验区推出多项创新举措。 合肥片区
推出低效用地全域处置模式， 已完
成 26 宗、 近 2000 亩低效用地项目
处置；推进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
一”改革，压缩项目审批周期至 5 个
工作日； 推出软件产业增值税即征
即退新模式， 退税周期压减 70%。
蚌埠片区打造“96388”营商环境监
督“绿色通道”、开展不动产查解封
司法服务线上办， 企业获得感明显
提升。

我省出台“保畅通保供应”十条举措
跨区作业农机参照货车通行

■ 首席记者 张玉芳

4 月 25 日上午， 记者从省政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 我省出台保障物流
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十条具体
措施。 5 月 1 日起，我省将正式启用全
国统一式样的通行证。 货车司机“即采
即走即追”，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通
用。 我省已明确，跨区作业农机人员参
照货车司机执行。

48 小时核酸报告全国互认
3 月以来，受国内、省内疫情多点

散发， 以及一些地方在落实防控措施
中政策不统一， 甚至层层加码、“一刀
切”现象，物流畅通受到严重影响，给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带来一些问题。 省
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晏少鹤介绍，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
省对标国务院提出了十条保障物流畅
通措施。

在“十条具体措施”中，我省表示，
将千方百计、 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必需
品的供应， 全力以赴保障货运物流高
效畅通，打通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

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严格实施货
车司机'即采即走即追'的管理模
式。 核酸检测结果实行全国互认通用，
不得层层加码、 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
结果为由限制通行。 ”晏少鹤表示，即
将开始的“三夏”作业中，跨区作业农
机人员参照货车司机执行。

省卫健委副主任崔礼军介绍，省
疫防办就进一步做好道路货运疫情防
控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高速公路服
务区等场所增设核酸检测点， 为货运
司机提供方便快捷免费的核酸采样检
测服务；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实行全国互认通用， 超过 48 小时的，
采取抗原核酸双检， 抗原检测结果为
阴性的即可放行。

启用全国统一通行证

我省将尽快发放全国统一互认的
通行证，提升通行证发放效率。 通行证
实行“一车一证一线路”，有效期不超
过 10 日。 晏少鹤介绍，为平稳做好省
级通行证向全国统一式样的通行证转
换工作，我省合理设置了过渡期，即在
4 月底前按照现行省级通行证制度执

行，5 月 1 日起， 正式启用全国统一式
样的通行证。 过渡期内，省内各地对我
省现行通行证、各省（区、市）发放的通
行证以及全国统一的通行证均予以认
可。

全国统一式样的通行证实施 “网
上申请、线下审核”流程。 省交通运输
厅正在按照国家要求修改完善通行证
微信小程序。 正式启用后，申请人可以
通过官方网站扫描通行证微信小程序
二维码或者直接在微信中搜索 “安徽
省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小程序，
填写相关信息后，下载打印通行证。 申
请人携带打印好的通行证， 到所在地
县级或县级以上疫情防控指挥部进行
线下审核。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按照国家规
定， 申请通行证的运输物资仅为医疗
与防控物资、生活必需品、政府储备物
资、 邮政快递等民生物资和农业、能
源、原材料、重点工业品等重点生产物
资。 ”晏少鹤表示。

建重点企业“白名单池”

我省明确， 将用足用好中小企业

助企纾困政策， 积极协调解决供应链
问题。 建立长三角重点企业 “白名单
池”， 严禁擅自关停快递物流园区，全
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省经信厅
总工程师徐文章在会上介绍， 我省将
梳理电子信息、汽车、家电、农资等重
点产业产业链供应链，形成 AB 两类名
单：A 类为我省重点产业企业清单，B
类是为 A 类企业配套的长三角区域内
供应链企业名单。

同时， 积极做好重点企业跨省运
输和复工复产协调。 徐文章表示，目
前， 已为省内重点企业协调省外 122
户上游供应商运输及复工复产， 办理
跨省通行证 107 张（含 22 张长期通行
证）。 支持长三角“白名单池”中我省
“B”类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指导各地按
“一企一策”， 做好人员解封、 场所解
封、核酸检测等服务，全力保障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