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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合

记者 吴黎明 通讯员 姜斯娟

春寒料峭，当涂县护河镇广阔的
田野里已是万象“耕”新。2月15日，
走进青山村陆虎生态草莓园，春意盎
然，簇簇绿叶间缀满了一颗颗鲜红饱
满的果实，90后“新农人”杨媛正忙着
采摘草莓。

8年前，杨媛看好特色农业发展
前景，通过不断学习种植经验，让她
初次种植草莓就尝到了甜头。到今
年，她共流转了 130 亩土地种植草
莓，年销售额达200万元，自己致富
的同时，还带动周边村民就业。现如
今，杨媛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草莓种植
大户。

人勤农事忙，小麦候春光。眼下，
正值小麦分蘖、拔节期，受今年降雨偏
少影响，护河镇小麦条锈病、蚜虫发生
较常年严重，促弱转壮、助苗成长，成
为当前田间地头的头等农事。

“你看，这种鲜黄色长条粉状斑，
就是小麦条锈病，这种病传播得非常
快，如果不及时治理，轻则造成减产，
严重还可能绝收，这个时候，我们就
要用吡唑醚菌酯、戊唑醇等药物及时
预防……”护河镇80后农技员尹治星
一边现场察看病虫害发生情况，一边
指导农户们科学合理预防。

这段时间，尹治星几乎天天“泡”
在地里。通过与种粮大户面对面交
流，深入调查小麦苗情、墒情、病虫草
情等状况，结合现场分析查看苗情长
势情况，就如何科学开展春季麦田管
理给出合理建议。

这边田间地头指导忙，那边无人
机植保作业同样热火朝天。在青山村
千亩小麦地里，“种粮状元”盛后根正
在田间试飞新购置的无人机。只见他
轻车熟路地展开机翼、启动螺旋桨，在
遥控器显示屏上设定飞行速度、相对
作物高度等参数，目送无人机飞向目
标地块。伴随着旋翼的嗡鸣声，白色

雾状农药均匀地喷洒在随风摆动的麦
浪上，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春忙画卷。

“40亩小麦，1个小时就完成了，
新机器更加稳定和高效，通过它来作
业，确实省心又省力。”在地头站了一
个多小时，这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心
里既踏实又欢喜。1991年出生的盛后
根，是土生土长的青山村人。中专毕
业后，父母本想让他外出学门手艺跳
出“农门”，可倔强的他偏有个“种粮
梦”，流转1000多亩地办起了家庭农
场。2021年水稻亩产由原来650公斤
提高到750公斤，2022年450亩油菜
攻关田亩产达281.8公斤，创全省油菜
亩产最高纪录，去年一年的收益有50

万元。“今年指定能有个好收成。”盛后
根信心满满。

天气转暖，护河镇美丽乡村丁村
愉悦农场的“水上春耕”也开始了。
90后农场主丁世斌抢抓春投春放机
会投放鱼苗。40亩鱼塘投放了2万
尾花白莲、草鱼、鲤鱼、鲫鱼，专门从事
垂钓产业，并提供两餐农家饭菜。

“农场还流转了30亩农田，分割
成小块地，供家庭客户来种菜，体验农
耕乐趣，最近每天都有从市里来的客
户。去年农场营业额在300万元左
右，同时带动了周边20多名农民就
业。”丁世斌介绍，未来还将在农场内
建设阳光房、星空屋、烧烤地和草坪球

场，提供丰富的户外休闲体验场所，依
托垂钓、小菜园、农家乐、民宿、稻渔等
产业，打造集特色美食、休闲垂钓、网
红打卡、采摘体验、户外露营于一体的
田园综合体。

“目前，全镇已有近百名‘新农人’
回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
力。”护河镇党委副书记陈长寿说，

“新农人”在思维、眼界、技能、互联网
技术、市场开拓等方面都有别于传统
农民。近年来，该镇成立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推进专班，从政策扶持、资金
投入、农业经营管理技术等多方面闭
环式推进，不断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

“源动力”。

“新农人”走进春天里

本报讯（记者 宣昀昊 通讯员
范海宁） 2月16日，记者从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获悉，日前，安徽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公布115家红色退役军人服务
站名单，其中我市6家退役军人服务
站上榜。

我市此次获评省级红色退役军人
服务站的分别是：含山县林头镇退役
军人服务站、和县西埠镇退役军人服
务站、当涂县护河镇退役军人服务
站、花山区濮塘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雨山区向山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和博
望区博望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近年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坚持

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以服务保障为根
本，推动建成了一批建设标准高、服
务意识强、工作成效突出的基层服务
站点，为全市的退役军人提供政策宣
传、事项咨询、来访接待、权益保障、
关爱帮扶等多项服务保障工作。下
一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以此为契
机，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推
动全市各级退役军人服务站整体建
设，持续巩固好建设成效，优化服务
管理模式，切实发挥好机构作用，通
过为退役军人提供规范化、亲情化、
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当好退役军人的
贴心人。

我市6家退役军人服务站获省级荣誉

本报讯（记者 余齐斌 通讯员 马
寅晨）近日，由中冶华天承担的中冶
集团“181计划”第三批项目《面向深
度减碳的高炉智慧复合喷吹工艺与核
心装备开发》科研成果转化——长江
钢铁3号高炉炼铁智能化管控平台，
在长钢上线运行并获得肯定。

长钢3号高炉智能化管控平台以
方便生产操作、提高生产可靠性、优化
工艺操作参数和降低生产成本为目
标，从炉料可视化、安全可视化、热风
炉智能燃烧等角度建立工艺模型，对
各系统的运行与安全状态进行直观的
评估、诊断、预警和决策，并通过时空
转换实现高炉过程操作参数与产量质
量指标之间的准确对应，为高炉的稳
定运行、安全长寿提供支撑。

目前，该平台已完成主体数据在大
数据平台的采集、存储及料批动态跟
踪、壁体温度、冷却壁热负荷、风口中小
套检漏等工艺模块的调试和运行，系统
运行正常，能够有效解决高炉数据难表
征、状态难描述、操作靠经验等传统难
题，而平台包含16个功能模块、48个功
能界面，建立了高炉炼铁全链条数据治
理与关联规则挖掘方法，实现了从“经
验”到“数字”的智能解析。

据悉，项目组后续将抓住长钢3
号高炉EPC工程项目和2号高炉联合
研发之机，继续围绕算法优化、炉况诊
断及业主提出的其他需求开展工作，
确保系统在长江钢铁平稳运行，全面
实现研发目标，持续推进高炉炼铁智
能化、绿色化核心技术升级。

中冶华天大力推进科研成果转化

长钢3号高炉炼铁智能化管控平台上线运行

本报讯（记者 杨正文 通讯员 孙
艺）日前，市中医院科技文献资源专
场对接会成功举行，此次专场对接会
由市中医院、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
务中心以及安徽省科技情报研究所科
技文献中心联合举办，会议以市中医
院主会场和采用远程视频会议方式进
行。对接会旨在进一步推动市中医院
做强优势学科，形成中医科研创新特
色品牌，以科技信息资源手段为支撑
提升全院科教研水平和管理水平。

会议特别邀请了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知网等科技文献

平台的数据共享共建单位参加和支持，
来自市中医院全院各科研负责人或技
术骨干等150余人参加此次会议。

会上，专家们围绕“科技文献、数
据资源、创新医疗”主题，就市科技文
献信息资源服务平台的NSTL医学信
息资源检索与利用、中国知网、维普、
万方等数据资源应用进行详细讲解和
开展精准化对接服务。现场氛围热烈
活跃，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参加人员
纷纷表示收获很大，将充分使用好平
台科技资源，认真做好医疗科研创新
相关工作。

市中医院科技文献资源专场对接会成功举行

本报讯（记者 季晨辰 通讯员 程
前卫）人勤春来早，农忙正当时。随
着天气回暖，小黄洲7500亩冬小麦经
历了越冬期之后，开始进入返青期。
承包农户在专技人员的指导下，抢抓
农时，追施返青肥，为冬小麦“强筋壮
骨”。

2月16日，记者乘渡船登上小黄
洲，一望无垠的麦田郁郁葱葱、生机
盎然。此时的小麦苗约莫 15 厘米
高，绵延起伏像一块块绿茸茸的大毛
毯铺在小黄洲上。作业人员娴熟地
操纵着两台臂展为3米的大型无人

机正在麦田上方来回作业，均匀地撒
下肥料。

“进入返青期，小麦苗从黄绿色
变成绿色，是弱苗转壮苗的关键阶
段，施肥十分重要。”星根农作物种子
专业合作社现场负责人宋师傅说，为
了做好自家承包的1800亩冬小麦田
管工作，他们提前准备了足量的尿素
和高氮，调配了4架无人机、4辆农用
车和10名作业人员，采用无人机追肥
和撒药的方式，从昨天开始就争分夺
秒开展施肥作业。

“如今有高科技了，不用人工撒肥，

快得很！”指挥无人机降落后，宋师傅表
示，他们从南京过来，第一次承包小黄
洲的土地，由花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小
黄洲管理办提前安排渡船，帮助机械、
农资和人员及时登陆，并安排食宿，还
有专技人员田间指导，“有了政府部门

‘保姆式’的服务，我们早上6点就能起
来干活，一直干到太阳落山。按这样的
速度，预计一周内就能忙完。”

花山区农业农机蔬菜站站长徐和

宝介绍，因小黄洲的地域特殊性，适合
种植的作物只有冬小麦、玉米和黄豆
等。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冬小麦成功
种植，种植面积已经占全区的五分之
四，“当前的紧要任务就是趁着回暖天
气追施返青肥，下一阶段我们将加大
冬小麦赤霉病的防治，面对面、手把手
教农户科学施药，为实现小黄洲冬小
麦产量高、品质好、效益好尽最大力
量，让农户丰产又丰收。”

冬小麦进入返青期 小黄洲农忙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 刘小庆 通讯员 谷
慧） 2月16日，记者从市交运局获悉，
今年春运期间，我市安全运送乘客
424.31万人次，同比上升8.8%。其中
道路客运（含公交）共运送乘客351.97
万人次，同比增长10.52%；铁路客运
运送乘客 36.3 万人次，同比上升
8.16%；水路客运运送乘客36.04万人
次，同比下降5%。

今年春运从 1 月 7 日至 2 月 15
日，期间，市交运局认真组织、全市春
运专班成员单位密切配合，扎实做好
春运各项工作，全力满足群众出行需
求，全力保障重点物资干线运输和邮
政快递末端服务畅通。市交运局提
前研判，做好保障工作。密切关注客
流变化，调配运力、加密班次。春运
期间，全市投入客运班车634辆，旅
游包车225辆，机动运力50辆，公交
车辆380台，船舶41艘。对汽车站、
火车站、高铁站等主要乘客集散点加
大公交线路的运力投入，做好公交与
公路、铁路客流的衔接，畅通出行“最

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提供包
车“点对点”运输服务，保障旅客出行
便捷有序。

与此同时，全市各级各部门积极
开展春运志愿服务“暖冬行动”。按照
预招储备、因地制宜、因需而动的原则
组建便民服务队，在高铁站、客运站等
重点场所为旅客提供咨询引导、文明
劝导、秩序维护、行李搬运等便民服务
活动等。根据企业需求，交运部门提
供定制出行服务。搭建用工企业和客
运企业沟通桥梁，掌握务工人员返乡
需求，制定运输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
开展“点对点”包车运输服务，累计调
运车辆23台次，安全运送乘客860人
次，为101名居住地分散务工人员提
供送票上门服务，确保在马务工人员
顺利、安全、温暖返乡返岗。优化市内
公共出行。结合市民祈福、学校开学、
长江不夜城游玩等出行需求，通过开
通旅游专线、夜班专线，延长运行时
间，均衡运力投入等举措，为市民提供
便利公共出行服务。

春运期间，我市安全运送乘客424.31万人次

图为农场主盛后根正在利用无人机为麦田施肥。
本报讯（记者 胡晓华 通讯员

夏秋芬） 2023 年春运期间，市公交
集团围绕“平安、健康、便捷、舒畅”
主题，聚焦市民出行需求，不断提升
乘客出行体验。在公交车厢内，公交
人文明礼让、热心服务、助人为乐、
拾金不昧，用一件件凡人善举，绘就
一幅春运优质服务“暖心图”，公交
热线受理各类表扬信息370余起。

扮靓车厢，打造新春主题公交。
春节是春运的重要节点，为烘托节日
氛围，在公交2路“刘霞线路”上精心
打造了一辆新春主题彩车，形成一道
流动风景线。公交28路、116路等线
路的车厢里挂满火红的中国结、福字
和一串串小灯笼，让乘客感受到浓浓
年味。

坚守岗位，提升公交服务品质。
在客流高峰，市公交集团志愿者们来
到马鞍山汽车客运站和马鞍山东站
公交枢纽站，为广大乘客提供站场指
引、信息咨询等便民服务。不论是在

方向盘上过春节的公交驾驶员，还是
实时关注公交车辆运行状况的智能
调度员，抑或是与一堆堆零钱打交道
的公交点钞员，大家都在各自岗位默
默坚守。春运期间，市公交集团 56
条线路安全运行，保障市民便捷出
行。

凡人善举，擦亮文明城市底色。
十米车厢善举频现，在公交2路线上，
一个装有现金的红包被乘客捡到交与
当班驾驶员，认真的公交人仔细查看
了两个小时的视频寻找失主，马鞍山
市民在朋友圈展开寻人爱心接力，交
警帮忙查找，多方努力下红包终于物
归原主；在公交7路线上，一个被遗失
的包被公交人妥善保管，并通过媒体
平台发布招领信息，由此，一场跨越安
徽、山东两省500公里的“寻人”打开
序幕，最终包的主人被找到，在公交7
路公交场站调度室，从山东来马鞍山
旅游的失主从驾驶员手中接过丢失的
包，暖心满满。

市公交集团绘就春运优质服务“暖心图”

本报讯（记者 任德玲 通讯员 徐丹
丹） 2月14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
悉，我市将于2月15日起启动重点化工
企业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本次排查整治范围涵盖全市75家
重点化工企业，排查整治内容包括七个
方面：企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
同时”验收、排污许可制度执行情况，清
污分流、雨污分流工程建设、改造及污水
明管输送等情况，废水、废气污染防治设
施建设运行、排污口规范化设置及污染
物达标排放情况，固体废物（重点是危险
废物）产生、贮存及处置情况，自动监测
设施安装、联网及运行情况，环境应急管
理情况以及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情
况。本次排查整治旨在摸清企业环保工
作现状，整治企业环境问题，打击环境违
法行为，消除环境保护、环境应急和安全
生产隐患，全面提升企业环保规范化管
理水平，切实保护全市生态环境安全。

排查整治工作共设七个工作组，由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及
部分县区抽调的精干力量组成。排查整
治期间，工作组将对名单内企业开展“体
检式”检查，确保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
留死角。所有排查企业将建立“一企一
档”，整治工作实行“一企一策”。其中，
排查工作将于2月28日前完成，整改工
作原则上在6月底前完成。对于排查出
的一般性环境问题，将于3月底前完成
整改；对于需要采取工程措施的，将制定
整改方案，明确整改任务、整改措施、整
改时限、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对排查发现
的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倒逼问题整改，确保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整改工作取得实效。与此同时，我市还
将对完成整改的环境问题，适时开展“回
头看”，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我市启动重点化工企业
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整改工作将在6月底前完成

2月16日9时30分，太阳照得
人暖和和的，向山镇的不少居民都
选择在新建的向心广场逗留，晒晒
太阳，健健身，带孩子玩玩滑梯。

一年前，这里还没有这么宽敞
的地方可供休闲，树木茂密、景观破
旧、健身器材少且功能单一。由于
广场位于向山镇中心位置，改造提
升迫在眉睫。

改造老旧小区街头公园

向心广场位于向山路与石山路
交叉口西北侧，为旧时向山中心广
场。放眼望去，改造提升后的向心
广场内，广场、人行道、建筑、雕塑、
景观小品、健身设施、绿道、绿化、亮
化、弱电下地、海绵城市及相关配套
服务设施建设等，全部焕然一新。
改造从使用者的实际需求出发进行
功能划分，同时提升广场周边人行
道，同步改造沿街立面，丰富向心广
场的功能及精神内涵。

“晚上吃过饭后我们经常散步
到这里转转，自从改造以后环境好
多了，规划也比以前合理，娱乐设施
和活动场所也有所增加，文体活动
变得多起来了，这极大地丰富了大
家的生活。”石山社区居民姚蓓蓓就
住在附近，在她看来，向心广场的改
造让住在这里的人心情舒畅，周边
老旧小区的改造也相得益彰，让向
心广场的功能性更为清晰。

漫步向心广场，细心的市民可
能还会发现适合漫步的塑胶步道，
而同样的塑胶步道，也是离向心广
场不远处的铁路文化公园的标配。

“以旧换新”打造向山新十景

从向心广场出来沿着向山路往

南，在与向濮路交口西北侧，崭新的
铁路文化公园格外“吸睛”。如果说
之前铁轨油罐车版的铁路文化公园
是“1.0版本”，那改造提升后的“2.0
版本”公园绝对是向山新十景之一。

“没改造前，公园缺乏延续性，
功能单一、设施不足、植被裸露、缺
少配套、缺少文化表达、存在交通安
全隐患，其建设和功能方面都较为
粗犷。”向山镇建设办工作人员杨亮
说，通过改造提升，过去的游园被一
个以铁艺构建文化公园框架，智能、
便捷、高效服务的综合型文化公园
所取代，文化广场、健身广场、服务
建筑、雕塑小品、绿道、人行道、绿
化、亮化、海绵城市及相关配套服务
设施建设等一应俱全。市民可以在
这里打一场篮球赛或乒乓球赛，或
是带着孩子穿梭于儿童游乐设施
中，休闲娱乐的项目十分丰富。

“随处可见的绿化、亮化让住在
附近的人心里都变得敞亮了许多。”
家住十排嘉苑小区的居民陈金莲
说，最让她感到意外的是，铁路文化
公园还建设了带无线充电功能的太
阳能公共座椅，累了坐在上面，还可
以免费充电。如果想要喝水，离座
椅不远处的“城市驿站”里有免费水
吧，“城市驿站”里还有休息区和有
线充电区，这些统统都是免费的。

“这让我感受到了生活在这附近满
满的幸福感。”

杨亮说，向心广场和铁路文化
公园的打造有一定的文化艺术延续
性，向山镇也希望通过这些城市休
闲公园的改造提升，为这里的居民
提供优质的休闲环境，让向山镇真
正融入主城区整体面貌中，给居民
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记者 张令琪 通讯员 雍珣 凌澄

打造街头休闲公园、综合文化公园——

“向山向美”慢慢“看得见、摸得着”

图为向心广场一角。通讯员 雍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