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方案提出，未来三年———

建设改造 40个
乡镇商贸中心

■ 本报记者 李晓磊

近日 ，《安徽省现代流通体
系建设方案（2022—2025 年）》正
式印发，提出到 2025 年，全省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 万亿
元，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 1 万亿
元，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率降至 12%左右 。 其
中，在加快完善农村现代流通体
系方面，将每年认定省级公益性
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改造乡镇
商贸中心或商业综合体、培育年
交易额超 1000 亿元的商贸枢纽
型市场。

《方案》明确，完善现代商贸
流通体系，我省将健全现代商贸
流通设施网络。 推动皖北和皖西
地区建设农副产品、 中药材、药
品等区域性专业市场 。 到 2025
年，认定省级公益性农产品批发
市场 5~8 家，建设改造乡镇商贸
中心或商业综合体 40 个左右 ，
培育年交易额超 1000 亿元的商
贸枢纽型市场 3~5 家 。 加快合
肥、马鞍山、池州、黄山等国家文
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建设。 推
动合肥淮河路步行街创建国家
级示范步行街。

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快递物流
配送体系建设，《方案》指出，鼓励
快递企业通过 “邮快合作”“快电
合作”“快商合作” 等模式建设乡
村快递公共服务站。 到 2025 年，
建设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
3 个左右， 创建国家农村物流服
务品牌 3~5 个。

此外， 为推动商贸流通业态
转型升级， 我省将鼓励电商多渠
道多场景跨界发展， 推动互联网
平台企业向线下延伸拓展 。 到
2025 年， 网上零售额达到 3600
亿元。 我省支持骨干商贸流通企
业通过兼并重组、联盟合作、连锁
经营等方式走出去， 向生产、物
流、 金融、 网络信息等上下游拓
展，实现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经
营。 鼓励传统中小微商贸企业发
掘细分市场，拓展经营领域，提升
服务供给能力。 到 2025 年，培育
年销售额过百亿元商贸企业 20
家，年销售额过 50 亿元的商贸企
业 50 家。我省还将实施商贸服务
畅通行动，拓展皖美制造、皖美农
品、皖美旅游、皖美味道等发展空
间，开展“皖美制造·畅行全球”国
际市场开拓活动。 到 2025 年，培
育省级出口品牌 400 个， 跨境电
商交易额达 5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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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食品安全“白皮书”发布
逾 10万人疑因食源性疾病就诊

■ 首席记者 张玉芳

食品安全牵动千家万户。 去年，
我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如何？ 哪
些食品不合格？ 原因是什么？ 7月 27
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发布了《2021 年度安徽省食品安
全状况》（以下简称《白皮书》），介绍了
我省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有关情况。

餐馆复用餐具最易不合格

《白皮书》显示，2021 年，我省规
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105.9 亿元， 利润总额 203.4 亿元，
完成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6.9%的营业
收入和 7.6%的利润总额，在稳增长、
惠民生、保就业、促消费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在国务院食安委对各
省（区、市）2021 年度食品安全工作
评议考核中， 安徽省再次荣获 A 级
等次的好成绩。 ”省市场监管局（省
食安办）局长（主任）韩永生介绍说。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是食品安全监管的
重要技术手段。 韩永生介绍，2021年，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在我省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260734
批次，依据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进
行检验，发现不合格样品 7262批次，监
督抽检不合格率为 2.79%。

从抽样食品品种看， 消费量较大
的粮食加工品， 食用油、 油脂及其制
品，调味品，速冻食品，茶叶及相关制
品，酒类，蛋制品抽检不合格率均低于
总体不合格率。 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
种类主要是餐饮食品中的复用餐饮
具、淀粉及淀粉制品中的粉丝粉条、食
用农产品中的水产品等， 不合格项目
主要包括农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其他
污染物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兽药残
留超标等六类不合格项目。

2021 年度，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
共接收食品类投诉举报 83845 件，其
中投诉 57421 件、举报 26424 件。 食
品类投诉举报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产
品不符合食品标签标识要求，食品包
装标签、 说明书的形式标注瑕疵；存
在虚假宣传行为，在食品标签上或者

食品广告含有虚假夸大内容， 误导
消费者等。

危害食品安全 1895 人被抓
“针对监督抽检发现的不合格

样品，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向社
会公布监督抽检结果，并按照‘风险
控制到位、原因排查到位、整改复查
到位、 行政处罚到位、 信息公开到
位’的要求依法开展核查处置，督促
有关生产经营单位下架、 召回抽检
不合格批次产品， 严格控制食品安
全风险。 ”韩永生表示，2021 年，全省
共办理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案件 8496
件，罚没款合计 5941.68 万元 ，封存
下架召回不合格食品 150.51 吨。

“全省公安机关积极配合行政机
关开展‘食用农产品治违禁控药残促
提升三年行动’‘农村假冒伪劣食品
专项执法’等联合执法行动，依法严
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省公安
厅一级警务专员张家忠介绍， 2021
年度，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危害食品
安全刑事案件 601 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 1895人，涉案金额达 9.7亿余元。

108862 病例疑因食品生病
记者从《白皮书》上了解到，我省

自 2018 年开始， 食源性疾病病例监
测的医院已覆盖到全省所有开展食
源性疾病诊疗的医疗机构。 2021 年
我省监测医院共 2088 家， 共采集病
例 108881 例， 报告可疑食品的病例
数 108862 例，占 99.98%。

按不同性别年龄分析 ，2021 年
共网报病例 108881 例 ， 其中男性
46616 例 ，女性 62265 例 ，女性多于
男性；0-6 岁年龄段婴幼儿的病例占
10.06%，其余年龄段病例排前三位的
分别为 25-34 岁 (15.71%)、45-54 岁
(15.53%)和 14-24 岁(12.46%)。 从病
人 职 业 上 看 ， 农 民 占 最 大 比 例
（48.36%），其次为学生（11.65%）和家
务及待业（10.63%）。从可疑食品类别
来看，主要是粮食类及其制品（含淀
粉糖类 、 烘烤类及各类主食 ），占
18.19%，其次为肉与肉制品（17.73%）
和水果类及其制品（15.8%）。

刘义旭把肥西苗木销往全国———

乐做苗木致富的“领头羊”
■ 本报记者 刘刚 实习生 芮德贵

多年来他深入田间地头，为 400
多户苗农排忧解难， 无偿帮助苗农
销售苗木 2.39 亿株，创收近 4 亿元。
在刘义旭的心里有一个愿望， 那就
是带着乡亲们一起种植苗木致富，
成为“苗木村”致富的领头羊。

7 月 25 日中午，艳阳高照，室外
温度高达 36℃。 在肥西县上派镇的
“苗木村”———三岗村， 位于路边的
一处苗木花卉基地里， 记者找到了
刘义旭。 “最近温度很高，降雨量少，
我要抓紧时间给大家的苗木浇水。 ”
刘义旭是肥西县三岗苗木花卉经纪
人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从事苗木
种植销售已经 25 个春秋。

他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创业
经历。 １９９６ 年他从学校毕业后被分
配在合肥工作，当时他的家乡三岗
村苗木种植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由
于销路不畅， 产品很难销售出去。

看到这种情况后， 经过再三考虑，
１９９８ 年他辞去工作， 回到家乡，决
心把家乡的花卉苗木种植带上一
个新的台阶。

创业的艰辛可想而知。 当时家
里种植苗木经营不当，已欠下 １５ 万
元的债务， 全家 ６ 口人都住在四间
破旧的土草房里， 家庭几乎陷入绝
境。 面对困难，不服输的他向同学借
了 ６０００ 元，到外地买了 ２ 万株洒金
柏小苗，回家后全部栽到地里。 可是
屋漏偏逢连夜雨， 一个月后 ２ 万株
小苗竟全部发黄枯死。 受到打击之
后，刘义旭灰心了。 无意中他看到报
纸上介绍苗木发展关键在品种和宣
传后， 决定再拼一次。 说服了全家
后，刘义旭成立了种苗花木场，并且
虚心向专家学习苗木的种植技术和
管理经验， 总算这一次苗木 90%都
种植成功了， 他还主动在报刊上发
布苗木销售广告。 此举收到很好的
效果，广告发布之后，各地商人不断

打电话来求购苗木， 当地积累多年
的苗木被销售一空，刘义旭也赢利 ６
万多元。

当时的三岗村， 还有部分村民
未能走上致富的道路， 看到刘义旭
赚到钱了， 有一些乡亲就来咨询。
“我们都是乡里乡亲，只要他们愿意
学习，我都主动去家里教授。 ”三岗
村村民刘宏仓就是在他的帮助下走
出困境的。 刘宏仓告诉记者 ，2008
年，他家种了 ５ 亩地枇杷苗，由于没
有销路，四年来没有卖掉一株苗木，
无奈之下他准备把苗木砍掉当柴
烧。 刘义旭知道后，立即帮他在网上
发布信息。 半个月后，四川的一位客
户就把他家积存的苗木全部买去，
为他家增收 7 万多元。

刘义旭先后对 400 多户苗农进
行现场指导， 对于自身不能解决的
问题， 他又自己出资请来省市专家
教授为大家开展综合培训。就这样，
刘义旭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苗大

夫”。 他还不断创新营销渠道，采用
订单销售、推介销售、工程销售、借
势销售、 网络销售、 窗口销售等方
式，无偿帮助 1000 余户苗农销售各
类苗木 2.39 亿株 ， 创产值近 4 亿
元。 2001 年，肥西县三岗村的苗木
种植面积已有上千亩。 2002 年，刘
义旭开始承接园林设计业务。 2004
年， 刘义旭牵头成立了肥西县三岗
苗木花卉经纪人协会，首批 67 名会
员加入。刘义旭说，苗木销售不能怕
跑路，他从新疆到西藏，从广东到内
蒙古，带领大家闯市场、跑销路，如
今， 三岗村的苗木生意遍布全国各
地， 还带动了周边部分乡村发展苗
木种植产业。

说到这几年疫情的影响， 刘义
旭说， 苗木花卉市场必须要主动适
应消费者的需求，及时调整，他这几
年一直重点发展木本花卉， 刘义旭
希望木本花卉的先进种植技术可以
在全县全面推广， 让乡亲们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

卧牛山检查房屋安全

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监测户
住房安全， 预防和消除危旧房
屋安全隐患，近日，巢湖市卧牛
山街道组织人员深入监测户家
中， 仔细检查监测户住房安全
情况， 详细登记住房安全排查
情况并找准措施， 确保排查工
作取得实效不走过场， 为下一
步工作打下基础。 丽丽

旌德拓展污水治理面

本报讯 近年来， 旌德县结
合“两山”基地和乡村振兴建设，
坚持把农村污水治理作为乡村
生态振兴的重要抓手，按照“因
地制宜、易于维护”的原则，科学
选择农村污水治理新模式，拓展
延伸自然村污水治理覆盖面，加
快实现行政村污水治理达 “双
60%”目标。 （朱于斌）

坑口学习行政处罚法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对
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 》 的学习宣传教育 ，
近日 ，歙县坑口乡组织全体乡
干开展了 《行政处罚法 》学习
会 。 通过大量生动 、详实的案
例 ， 对行政处罚法基本原则 、
“柔性执法 ”理念 ，调查取证 、
程序规范等知识进行了深入浅
出的讲解。 （曹晓玲）

庄墓科普老年健康知识

本报讯 近日， 长丰县庄墓
镇卫健办、计生协及家庭发展服
务中心开展老年健康知识科普
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健康宣
讲的方式，耐心细致讲解老年健
康科学知识和老年健康相关政
策、老年常见病和慢性病防治和
生活中意外伤害的预防等知识，
并发放宣传折页，引导更多的老
年人关注自身健康。

（李文静）

平桥乡举办惠民演出

本报讯 7 月 20 日，由裕安
区文旅局主办的“好戏六安”文
化惠民演出活动走进平桥乡高
店社区。 演出活动中，《闹花灯》
《打豆腐 》 等经典剧目轮番上
演， 台上演员声情并茂倾情演
绎，台下观众气氛热烈、喝彩不
停。 平桥乡高店社区不断加强
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为群众送
上更多的精神食粮。 （黄兰荣）

我省新增一位“国医大师”
本报讯 日前，第四届国医大师

和第二届全国名中医表彰大会在北
京举行，我省设立分会场。 会上，30
名国医大师和 101 名全国名中医受
到表彰。 我省韩明向获得 “国医大
师”荣誉称号，曹恩泽、胡国俊、杨骏
获得“全国名中医”荣誉称号。据悉，

这 4 名荣获表彰的中医专家均来自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韩明向从医 57 年，提出“虚—
瘀—衰老”理论；建立肺气虚分度分
级， 创制慢阻肺有效验方。 曹恩泽
从医 55 年， 在中医肾病诊治方面，
提出了“脾肾同调，从脾治肾”的创

新思路。 胡国俊从医 56 年，在治疗
肺病时提倡“外感祛邪化湿，内伤运
脾固肾”；以“清化、温化、健运”3 种
方法治疗新冠肺炎。 杨骏从医 40
年， 在完善针灸理论、 创新针灸方
法、运用特色灸法、制定针灸标准等
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

据了解，“国医大师”是中国中医
药领域的最高荣誉，自 2009 年首届
“国医大师”评选表彰以来，已经表彰
了 4届，每届评选表彰 30名，我省每
届均有中医专家当选。 （罗晓宇）

7 月 27 日上午，
在怀宁县雷埠乡李店

社区蔬菜基地， 村民
正在采摘新鲜的药用

丝瓜。 今年李店社区
引进药用丝瓜 20 余
亩，其药用价值高，成
熟果实、丝瓜络、籽、
藤、 花、 叶等均可入
药，仅此一项，村级集
体经济可增收近 10
万元， 同时也带动不
少村民家门口就业。
黄有安 檀志扬 摄

种植药用丝瓜效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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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赵俊银遗失安徽金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优步
大道—优步大道）项目开具
的定金收据 ， 金额两万元
整， 收据号 00005821 和金
额肆拾玖万肆仟陆佰壹拾
柒元整首付款收据，收据编
号 00005822，以此证明。

亳州市铭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
3416990040398）一枚 ，现声
明作废。

中叶消防技术有限公
司安徽第八分公司，信用代
码 ：91341500MA8P5R654D
负责人：崔海涛（身份证号：
34242319831010057X 不 慎
将公章，财务章，合同章，法
人章，发票章等 5 枚一并丢
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