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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邬刚 通讯员 许然

运动半径达 10 米的液压机器
人用机械手负责将钢锭搬运至加
热炉底的指定位置，同时通过信号
控制加热炉炉门的启闭，每块钢锭
由炉底物流跟踪系统进行跟踪，加
热炉由自动智慧烧炉系统进行钢坯
加热，达到加热要求的钢锭由出炉
机械手完成出炉操作，并给轧制线
上料……

8月1日上午，宝武集团马钢轨交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钢交
材”）车轮轧制二线原料作业区，技术
人员正在测试炉前智慧物流系统。

“系统预计8月19日正式启用。”对
于炉前智慧物流系统的表现，设备管理
部高级主任师耿培涛赞不绝口，“只要
输入指令即可，不仅能减少人力，还能
最大程度避免因人工操作失误或设备
固有缺陷造成的损失，从而有效提高产
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马钢交材车轮轧制二线是马钢交
材主要车轮轧制线之一，于2004年5
月正式投产，它是在中国第一条火车
车轮生产线的遗址上建设而成，新中
国的首件车轮就在这里诞生。

因处于新老系统的交接时期，记
者现场见到了老操作系统运行模式。
安排轧制时，天车将钢锭吊运到推钢

机上，由人工操作控制推钢机推至轧
钢加热炉前跨，然后人工操作电动夹
钳车将坯料装炉。加热炉炉门开启和
关闭以及炉底转动也由人工操作控
制。坯料出炉后再由电动夹钳车送至
轧线入口。

“钢铁行业的 3D岗位（即风险
大、环境差、重复性劳动），职工要佩戴
厚重的防护用品，操作机器一干就是
好几个小时，进行简单重复劳动。未
来，只要设定好参数，机器人就能完成
任务了。”耿培涛介绍，系统运行后，能
减少天车工、推钢工、炉门工、装出料
机械手工等5个3D岗位，极大减轻现
场作业的劳动强度。

“这些机器人，不是简单地被看作
‘机器’，而是我们的正式职工。”负责
马钢交材相关工作的宝信软件工程师
刘志介绍，炉前智慧物流系统正式上

线后，机器人也将注册成为企业正式
职工，他们有个共同的称呼——“宝
罗”。“宝罗”是宝武机器人BAO Ro-
bot的简称。

“宝罗”是个系统工程，包括“宝
罗”标准规范、机器人本体、云平台、互
联接入等，只有符合这些特征，才能称
为“宝罗”员工。

目前马钢交材有4台机器人已经
完成注册，还有4台机器人在上平台
流程中，这8台“宝罗”机器人都被赋
予了宝武员工号。

机器人“上岗”后，对在岗工人意
味着什么？马钢交材热轧厂生产负责
人介绍说，“宝罗”能让员工从环境恶
劣、劳动强度大、危险系数高的工作中
解脱出来，将精力投入到更高附加值
的产品和服务中，大幅提高劳动效率，
是员工未来的助手、伙伴。

“新中国首件车轮诞生地”马钢交材车轮轧制二线炉前智慧物流系统即将正式启用——

机器人员工“宝罗”要上岗啦！

记 者 季晨辰
通讯员 朱 琳 於婷婷 王 维

十年前，秀山新区还是一片乡
村郊野；如今，修路架桥、广厦林立，
已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发展热
土。

十年前，薛家洼还是“脏乱差”
的码头、违建、渔船集聚地；如今，绿
意盎然、游人如织，已成为长江边的
城市生态客厅、网红打卡地。

从一条路、一座桥的畅达，到一
片新区、一座新城的崛起……这十
年，对于花山区而言，是一段沧海桑
田的巨变史。

目光高远，敞开胸怀。长江港
口岸线资源丰富，宁安高铁、宁铜铁
路、宁芜高速穿城而过，宁马城际铁
路和宁马高速“四改八”工程建设持
续推进，与上海虹桥临空经济示范
区、浙江图灵互联网研究院、江苏软
件园等接连“牵手”，宁马一体化发
展示范片区濮塘片区建立……这十
年，花山区“同城”更同心。

规划相融、交通一体、产业协同、
生态共建、民生共享……地处南京都
市圈核心圈层，花山区争当深融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白菜心”。

腾笼换鸟、绿色发展。淘汰落

后产能，加快升级步伐，为宝武马钢
集团配套战新产业项目，加快建设
沿江绿色经济长廊，更多好项目在
花山区落地生根开花。

信心满怀，驶入大数据时代。
鹏霄服务器马鞍山基地、讯众股份
安徽数字基地先后落地，马鞍山软
件 园 登 榜“ 中 国 特 色 小 镇 50
强”……如今的花山区，新产业蓬勃
发展，新动能澎湃强劲。

一江碧水，满目胜景。通过长
江岸线治理，薛家洼生态园成为“生
态福地”的最美注解。十年来，花山
区坚决推进水、气、土壤污染治理，
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环境更优
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
卷铺展在花山大地上。

城市地标，繁华所指。金鹰、八
佰伴、解放路商业街、创客+文创园、
星悦广场等地标、商圈交相辉映，教
育强区硕果累累，文化强区明媚多
彩，老旧小区蝶变，标准化菜市场暖
心……如今，花山区这颗城市明珠，
尘尽光生、其光灼灼。

日日向新，日日生新！非凡十
年，花山区勇毅践行奋勇争先的时
代担当；放眼未来，花山区必将谱写
走在前列的辉煌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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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耕耘终不负
处处繁华满目新

记者 吴黎明 通讯员 赵珊

遥看草色近却无。7月31日，当
涂县石桥镇谢公村，站在村民柏仕祥
的虾田环形沟一侧向田中看去，用无
人机播下的稻种已发出二三厘米长的
嫩芽。

“环形沟里养殖的小龙虾7月中
旬已基本捕捞完毕，稻子要赶在7月
下旬播下。再过10多天，秧田将会是
一片绿色。到了秋收，预计亩产可达
500公斤。”被村民们称为“粮托管”的
柏仕祥对虾稻连作充满信心。

柏仕祥是村里的虾稻连作示范
户，缘何被乡亲们称为“粮托管”呢？
这要从当地破解耕地“非粮化”说起。

谢公村因山水诗派鼻祖谢朓钟爱
于此而得名。近年来，村民们纷纷采
用稻虾轮作模式，走出了增收新路子，
成了远近闻名的“龙虾村”，柏仕祥就
是带头人之一。所谓稻虾轮作模式，
就是在稻田四周开挖小龙虾养殖环形
池，面积不超过一成，春季放养小龙
虾，夏天待小龙虾起捕后，中间九成地
块用来种粮。

“就拿今年来说，流转的120亩
地，一季小龙虾亩产110公斤，价格平

均每公斤42元，亩均收入4620元。”
柏仕祥掰着指头算账，全村5604亩
耕地，有5334亩实行了稻虾轮作模
式，增收效益明显。但由于养殖效
益较高，加之部分养殖户土地零散、
精力有限、技术不足、成本偏高等问
题，导致水稻产量不大、收益不高，
从而影响了种稻积极性，出现了部
分季节性龙虾闲田。

“如何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农
民增收’的关系，是摆在村两委面前
的紧迫课题。”谢公村党总支书记孙
义玲说，破解耕地“非粮化”，不能单
靠一般性号召，要创新经济运营模
式。今年，该村在广泛听取种养户
意见的基础上，推行农业生产服务
托管模式，由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
社统一将龙虾田二次转包给种粮大
户，种粮大户按每亩200元支付给养
殖户流转费。现已完成230亩季节
性龙虾闲田二次流转，交由种粮经
验丰富的村民柏仕祥托管，目前，二

次流转后的季节性龙虾闲田都种上
了稻子。

“种植水稻，包括二次流转费在
内，每亩地成本大约720元，按照每亩
地收入930元来算，每亩地收益也有
200多元，待虾后稻收获后，预计总收
入4万多元。”柏仕祥说，要想种粮有效
益，一靠规模经营，二靠科技加机械。
就拿水稻播种来说，由于稻田位于小
龙虾养殖环形池中间，机械开不进去，
人工栽插费用又高，采用无人机播种，
不仅费用低，还大大提高了效率。

(下转第二版)

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当涂县石桥镇谢公村进行了有益探索——

“龙虾村”里有个“粮托管”

破解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
必须坚决遏制增量，妥善化解存量。
在实际工作中，化解存量往往比遏制
增量难度更大，因为这涉及如何处理
好“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关系问
题，需要兼顾农民、企业、新型经营主
体的利益诉求，不能单靠一般性号召，
要创新经济运营模式。

当涂县石桥镇谢公村将230亩季
节性龙虾闲田二次流转，交由种粮经
验丰富的村民托管，目前，这些闲田都

种上了稻子。这个案例显然具有“可
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意义。

近年来，虾稻轮作模式为我市农民
增收立下汗马功劳，亩均收入可达4000
多元，相比单纯种粮，增收效益显著，仅
当涂县就有10多万亩。一季养虾，一季
种稻，保粮增收两不误。但由于养殖效
益较高，加之部分养殖户土地零散、技术
不足等问题，导致水稻产量不大、收益不
高，从而影响了种稻积极性，出现了部分
季节性龙虾闲田。针对这种“非粮化”问

题，显然不能“简单化”“一刀切”去对待，
需要从经济规律中去找办法。

举一反三，因多年来的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及多种原因，部分地方出现
了一些农闲地、撂荒地、抛荒地，可不
可以像“龙虾村”那样，也来个“粮托
管”。把秋季“托管”延伸到午季“托
管”，把虾后稻田“托管”拓展到边角地
的“托管”。如此，“粮食安全”与“农民
增收”并行不悖，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
可实现利益共享。

“闲田”变“粮田”的创新之举
●吴黎明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记者1
日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下半年人
民银行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
对企业的信贷支持，保持金融市场总
体稳定，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抓好
政策措施落实，着力稳就业、稳物价，
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保持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

人民银行当日召开的2022年下半
年工作会议提出，今年以来，稳健的货
币政策实施力度进一步加大，稳经济大
盘重点领域得到有效金融支持。1月至
6月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降至有统计
以来新低。6月末，广义货币（M2）、社
会融资规模、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均超
过10%，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加大。

谈及下半年重点工作部署，会议指
出，保持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综合
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实体经
济的贷款投放，保持贷款持续平稳增

长。引导实际贷款利率稳中有降。用
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重点发力支
持基础设施领域建设。加大金融支持
民营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力度。

会议提出，人民银行将落实系统重
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要求，出台系统重要
性保险公司评估办法。把好金融控股
公司市场准入关，对金融控股公司开展
全方位监管。加快推动柜台债券市场
发展，稳步推进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
资金池试点工作。支持境外主体发行

“熊猫债”，稳步推动“互换通”启动工
作。有序扩大数字人民币试点。

此外，会议指出，稳妥化解重点领
域风险。防范化解中小银行风险。因
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保持房地产信贷、债券等融资渠道稳
定，加快探索房地产新发展模式。督
促平台企业全面完成整改，实施规范、
透明、可预期的常态化监管，发挥好平
台经济创造就业和促进消费的作用。

下半年人民银行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实体经济的贷款投放

图为马钢交材车轮轧制二线原料作业区机器人在进行测试作业。 记者 邬刚 摄

本报讯 据中安在线报道，为推动
安徽省网络货运行业健康发展，促进
货运物流降本增效，日前，安徽省交通
运输厅与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有关
单位联合印发了《安徽省促进网络货
运行业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以下
简称为“《措施》”），就强化政策支持、
提升服务水平、引导创新发展、强化协
同监管四大方面提出18项举措。

《措施》提出将开展网络货运平台
代开发票试点。在合肥市高新技术开
发区开展试点，对符合条件的货运小
规模纳税人代开增值税发票，其纳税
人可享受阶段性免征增值税及15万
元/月增值税起征点等政策。

《措施》明确，安徽省将加大财政
支持力度、落实税收支持政策、完善金
融信贷支持，同时，鼓励各地财政部门
结合当地实际，统筹上级转移支付资
金和自有财力，支持网络货运行业发
展。对新获批的5A级网络货运企业，
给予一次性奖励。对货运司机代开货

物运输业增值税发票时，不再预征个
人所得税，由货运司机按规定自行申
报缴纳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

《措施》提出要进一步提升服务水
平。优化网络货运企业线上服务能力认
定流程，推行电子材料线上流转，实现申
报、审核和上报全流程网上办理。依托
安徽省大数据平台，推动交通运输、公
安、税务等部门（行业）数据互联互通、归
集汇聚、共享开放、开发利用，为减少司
机和车辆注册认证环节及程序、实现货
运业务“一网通办”等提供数据支撑。

安徽省将引导网络货运企业开展
“互联网+”车货匹配、运力优化、运输
协同、仓储交易等业态模式创新，参与
创建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推进货运降
本增效。支持安庆等地建设网络货运
创新发展试验区，打造网络货运产业
创新高地。选择部分企业开展区块链
技术在网络货运中数据存真验真试
点，对参加试点的企业优先纳入货运
司机代开发票试点范围。

我省出台18项措施促进网络货运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