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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期间，收割机优先放行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玉芳）“三

夏”期间，全省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
20 万台左右，机收率稳定在 98.5%以
上， 力争用 10 天左右时间基本完成
全省小麦抢收任务。 省农业农村厅 ５
月 １２ 日印发的 2022 年小麦抢收工
作方案提出，为保障“三夏”工作顺利
开展，各地要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和主
要干道等处设立联合收割机绿色通
道，配合疫情防控部门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优先查验，优先放行。

省农业农村厅强调，今年，各地
要充分考虑疫情影响导致的跨区作
业机手可能减少的因素， 组织各乡
镇开展机具信息摸排， 既要精准掌
握本地收割机数量， 也要了解引进
外地机具数量、 跨区机手能否按时
到达等情况， 将机具准备工作做实
做细。 加快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和报
废更新补贴政策， 引导机手购置联
合收割机， 保证机具在麦收前落实
到位。

各地要根据《关于启用全国统一
式样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的通
知》（皖疫防办〔2022〕293 号）要求，做
好农机及零配件运输车辆通行证发
放政策的宣传等工作。 小麦主产区各
乡镇要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为外来
机手提供服务，组织更多机械投入抢
收作业。 开通 24 小时热线电话，明确
专人负责，接受机手咨询，帮助解决
困难和问题。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局面，我

省制定了小麦抢收对口支援计划。 由
马鞍山市对口支援淮北市，芜湖市对
口支援亳州市，宣城市对口支援宿州
市，安庆市对口支援阜阳市，池州市
对口支援蚌埠市，铜陵市对口支援淮
南市，合肥市、滁州市、六安市非主产
县对口支援主产县。 依托农机社会化
服务组织，每县组建 2 个应急机收作
业队（每队机具不少于 10 台），应急
时由农业农村部门统一调度，做好对
口支援各项准备。

图为华阳河农场油菜两段式机收现场。 李龙 摄

华阳河农场尝鲜油菜““两段式机收””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玉芳 通讯

员 李龙）5 月 16 日，位于宿松县复兴
镇的华阳河农场第二农业分公司的
2000 亩油菜正在收割。 比较特别的
是，今年该农场有两种收获机同时作
业：一边是在早熟田块，联合收获机
一次性收获，收割、脱粒、清选、秸秆
还田四道工序一气呵成；而在另一边
稍晚熟田块， 收割机将油菜收割、放
倒后，整齐地摆放在田里晾晒，并不
急于脱粒。

“这是我们新尝试的油菜两段式
机收技术。 油菜放倒以后，在田里晾
晒 3-5 天， 收割机再次下田作业，捡
拾起来再脱粒。 ”华阳河农场第二农
业分公司经理栾框告诉记者，油菜传
统的人工收割方式就是两段式的，油
菜在八成熟左右先将其割倒，放在田
间自然晾晒 3-5 天，再进行脱粒。 这
是为了让油菜“后熟”，使得油菜籽粒
饱满、含油率高，且落粒较少。 而一般
的油菜机收，都是在其成熟后，采用
一次性联合收获， 一边收割一边脱

粒，损失率较高。 “特别是油菜由上到
下成熟度并不相同，机收时间就不好
掌握。 收早了，未成熟的青粒会被浪
费。 收晚了，早熟的籽粒又会炸开。 ”
栾框说，油菜机收一直是农业机械化
拼图上的一块短板。 一次性联合收获
的机收损失率有时会达到 20% -
30%，降低了油菜种植的效益 ，也影
响了农户种植油菜的积极性。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大
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 省
委一号文件也提出，必须千方百计扩
大大豆、油料种植面积。 支持淮河以
南地区开发冬闲田种植油菜。 为积极
响应号召，华阳河农场第二农业分公
司总共种植了 2000 亩油菜， 原计划
都实行一次性联合收获，可看到农机
手示范的两段式收获技术后，栾框心
动不已，立即拿出 200 亩油菜开展两
段式机收试验。

据栾框观察，两段式收获机是在
联合收获机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
改造， 设计了油菜分段收获的割晒

台、捡拾台等。 机收费用比一次性收
获每亩高出 20 元-30 元。 栾框算了
一下，一亩田平均产出油菜籽 380 斤
左右，采用两段式机收后，预测大约
能增产 15%—20%，“两段式机收应
该更划算！ ”

栾框告诉记者，由于是第一年尝
试这种新技术，他也很想看看新技术
究竟有多大成效。 为此，他特地选了

两块紧挨着的油菜田，一块采用一次
性联合收获， 一块采用两段式收获，
进行详细对比试验。 本报也将跟踪关
注他的试验结果。

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发展壮大反哺老区

红土地“变身”发展新高地
������本报讯 （记者 许雅婷）“这些年
的变化简直是翻天覆地。 ”近日，说起
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安徽适客食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王飞不禁向记者感
慨：“当初真是来对了！ ”

作为最早一批入驻新桥产业园
的企业，安徽适客食品有限公司见证
了这片红色土地的蝶变。 11 年前，园
区所在地还是一片贫瘠田野，包括炎
刘镇、 刘岗镇在内的寿县南部乡镇，
基础设施薄弱， 工业发展十分困难。
2007 年， 寿县抢抓合肥新桥国际机
场筹建的重大机遇，提出构建“南工
北旅”特色经济格局。 2011 年省政府
正式批准新桥国际产业园作为省级
开发区筹建，从此荒地变高地，革命
老区乘势而上“飞”出发展新高度！

“新桥国际产业园总体规划面积
100 平方公里，属于合肥空港经济示
范区核心区， 距离合肥市区仅 23 公
里，充分享受合肥和新桥机场的辐射
带动。 ”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党工
委委员朱晓青介绍，建园之初，仅有
少数几家本地农产品加工企业。经过
十余年发展，已累计落户企业近 400
家，不乏英联饲料、中信集团、唐人神
集团等国内知名上市企业，一座“产
城一体、宜居宜业”的现代空港新城

逐渐从蓝图变为现实。
“在寿县‘安家’后，我们公司不

断发展壮大，员工从几个人增至 400
多人， 销售额也从 3000 万不到增加
到现在的 3 个亿。 ”王飞说，优质的营
商环境是一剂强有力的 “稳心剂”。
“每家企业都有帮扶领导一对一服
务，遇到问题把你当家人一样忙前忙
后。 ”

对此，安徽中腾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负责人杨军也深有体会。 “我们
的产品主要销往江浙沪，前段时间受
疫情影响物流受阻，一趟物流的成本
一度从 5000 多上涨到一万八， 多亏
园区想方设法帮我们开通绿色通道，
又是办通行证又是提供中转服务，物
流成本才恢复正常。 ”

为了让企业“招进来”又能“留得
住”，新桥国际产业园从降成本、补短
板、解难题等方面入手，在基础设施
建设、双招双引、优化营商环境上持
续发力， 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经济答
卷。 “2021 年，新桥板块产值 72.4 亿

元，占全县比重 32.1%，入库税收 5.6
亿元，占全县比重 34.3%。 ”朱晓青
说。

革命老区养育现代园区，现代园
区又反哺革命老区。 作为产业园所在
地，炎刘镇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园区的
红利。 “新桥产业园在发展建设中需
要大量花草树木进行绿化，炎刘镇发
现这一商机后，因地制宜发展苗木经
济增加村集体收入。 ”炎刘镇党委副
书记高考介绍，炎刘街道领办了寿县
明柱花木种植农民合作社后，村集体
经济收入从 2012 年的几万元 ，到
2020年突破两百万，产业发展带动了
大量劳动力就业增收。 “我原来就是
农民，种地挣不到啥钱。 到产业园上
班后，一年能拿四五万，比之前翻了
几番。 ”刘岗镇村民张书春高兴地说。

“村集体经济增加了，我们也积
极为群众谋福利。 通过减免水费、维
修基础设施、整治环境，发展公益事
业，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感。 ”高考
说。

８０名退役军人
受训“当海员”
本报讯 （记者 纵强 通讯员 梅良

仿）5 月 16 日， 安徽退役军人海员培
训班开班暨厅际合作签约仪式在安徽
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本次共培
训 80 名退役军人，毕业后主要从事远
洋、 沿海运输船舶的轮机技术管理等
工作。

据悉， 为支持退役军人参加船员
教育培训促进就业，2020 年 8 月，交
通运输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实施
“浪花计划”， 推动船员培训机构和航
运企业以校企合用、定向培养方式，面
向退役军人招生， 为退役军人取得船
员职业资格和就业安置创造条件、提
供平台。

此次培训时间 3 个月左右， 培训
值班水手 40 人，值班机工 40 人，顺利
毕业后获得证书，全球通用。毕业生主
要面向全国海（航）运企业，从事远洋、
沿海运输船舶的轮机技术管理工作，
也可从事机电设备、 工程机械相关行
业工作，或在海事局、港监局等相关的
管理部门或海事类培训机构从事相应
工作。 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前提下，“浪
花计划” 鼓励退役军人参加船员培训
前与船员培训机构、 合作航运企业签
订定向培养协议， 取得船员职业资格
后即可优先推荐就业，实现“招生即招
工”。

我省试水高标准
农田保险

日前， 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
政厅、 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和安徽银
保监局印发实施方案， 在淮北平原
区、江淮丘陵区、沿江圩区、皖南皖
西山区分别选择 1 个到 2 个地方，
开展高标准农田保险试点。

实施方案提出， 按照 “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部门联动、协同推进”
的原则，以创新金融保险为手段，以
水路电工程设施为重点， 建立健全
高标准农田保险体系，推动实现“建
管合一”。今年在滁州市全面开展保
险试点的基础上， 在全省不同类型
地区选点试点， 为全面推开积累经
验。

根据实施方案， 高标准农田保
险标的包括田间道路、灌排系统、防
护工程、 变配电工程及投保人和承
保机构约定的其他内容。 保障范围
可针对建后运行、 自然灾害与意外
事故等方面开展试点。 引导中标施
工企业购买工程质量责任保险，由
承保机构对工程质量风险提供保
险。 保险费率采取综合费率与单项
费率相结合的方式确定。 保险期限
自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且 1 年质保期
满之日起， 原则上不少于 10 年，具
体由各地与保险机构商定。 项目区
所在乡镇人民政府作为投保人的，
保费可通过省以下财政安排的农田
水利管护资金、 市县财政安排的高
标准农田建设资金结余部分及按规
定整合的其他相关资金筹集。 在理
赔服务上， 承保机构应及时查勘定
损，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赔款，并根据
委托及时组织工程修复， 确保尽快
恢复设施功能。 史力

核酸检测再降价

本报讯 记者 5 月 12 日从省
医保局了解到， 为推进核酸检测常
态化，尽早发现潜在传染源，阻断病
毒传播链条， 我省再次下调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项目费用。 下调后单人
单检 19.7 元，混检 3.4 元，这也是连
续第七次降价。

据介绍，经过连续七次下调，安
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从最
初的单人单检 400 元/每人份、混检
30 元/每人份， 分别下降到 19.7 元
和 3.4 元。 降价后，安徽省核酸单人
单检、 混检价格均处长三角地区最
低，降速、降幅均高于中西部省份。
预计此轮调价后， 仅合肥市单轮全
覆盖检测可减少支出 2000 余万元。

（本报记者）

气温显著升
南部有降水

预计 17-18 日全省以多云到
晴天为主，气温显著回升，江北最高
气温可达 28～32℃， 江南 26～29℃；
19-20 日我省南部有一次降水过
程，全省平均温度将下降 2～4℃。

·老区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