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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时下正值龙虾上市季节，望江县
雷池乡的养殖户们忙碌起来，抢“鲜”销售“稻
虾共养”基地里的龙虾。

“稻虾共养”是稻鱼综合种养项目的一部
分，是将水稻种植与水产养殖有机结合起来的
一种现代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稻虾共养真是
个绿色又环保好项目，龙虾在田里吃草籽、虫
卵，饲料投放的就少了，虾子还更肥，觅食的时
候还能松土透气。等到后面种稻子，没了杂草
和虫害，不需要打农药，田里还有龙虾粪便来
增肥，水稻一亩产量能增产100多斤呢！”雷池
乡三河村的龙虾养殖户罗志斌说。

近年来，雷池乡采取“一田多用、稻渔共
作”的模式，结合自身特点大力推广“稻渔综合
种养”项目。目前，全乡有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14000多亩，其中，今年新增稻鱼综合种养面积
1900亩。（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员 储可慧）

雷池乡：推广稻渔综合种养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本报讯 “我想从事水上运输业，但缺少
资金，通过微信公众号‘十里振兴’里的防返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栏目，提交了问题，当天村工
作人员就上门核实，最终在区乡村的帮扶下，
我成功申请创业贷款10万元。”谈起新上线的

“十里振兴”公众号，大观区十里铺乡袁江村村
民倪仁亮连连表示，“太方便了！”

十里铺乡推出的“十里振兴”公众号，并开
通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栏目，探索防返贫监
测新手段。“过去我们对返贫风险收集主要有
三个渠道：即农户自主申报、乡村工作人员日
常排查、对区相关部门筛查预警推送的信息进
行核实。”乡党委书记刘喜喜说，“‘十里振兴’
的推出，开辟了新路子。”

村民关注“十里振兴”公众号后，可提交收
入、医疗、住房，务工等信息，这些信息将汇入
十里铺乡基层治理智能数字化中心。中心将
第一时间推送预警信息给村管理员，由村管理
员及时上门核实情况，对符合条件的农户及时
纳入防返贫监测对象开展帮扶。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王庆）

十里铺乡：

科技赋能防返贫监测

本报讯 “货架上整整齐齐摆放着这么多
日用品，我们信用户可凭借信用积分兑换一些
东西，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5月7日上午，桐
城市鲟鱼镇的信用超市开业了，前来兑换积分
的信用户络绎不绝，欢笑声、称赞声、惊讶声不
绝于耳。

“原来把自家房前屋后打扫干净，支持社
区工作，就能领积分、换商品，以后我要把门前
卫生打扫得更干净！”用信用积分兑换了衣架、
香皂等商品的信用户刘翠英乐得合不拢嘴。

自桐城市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社区）建设
工作以来，鲟鱼镇扎实开展信息采集、乡风文明
评议、信用等级评定等工作，目前全镇共有A级
以上信用户113户。为进一步扩大建设成果运
用，该镇从镇级层面打造信用积分超市，化信用
为积分，并将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作为
积分增减依据，充分发挥信用超市的正向激励作
用，激发居民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嵇园
园 殷桂凤）

鲟鱼镇：信用超市开业
信用积分兑现

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防护口
罩生产基地、安徽省唯一的安全
健康防护用品产业集群专业镇，
桐城市青草镇的口罩产业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中乘势而上、迅速
壮大，并在桐城市西南部形成了
一片独特的“小气候”。随着全国
多地口罩产业兴起，市场竞争加
剧，口罩产业重回“微利时代”。
通过推动转型升级、走品牌化之
路，并通过产业平台进行资源共
享、抱团取暖，青草镇口罩产业不
断成长，显现出了新的生机。

抓住市场机遇
产业乘势而上

“发挥产业集群优势 打造中
国口罩小镇”——走进桐城市青
草镇，镇区干道路口的一块金色
招牌格外引人注目，鼻梁条、耳
带、熔喷布、无纺布等口罩生产的
原材料销售门店遍布道路两旁。

口罩产业是青草镇的传统产
业，在疫情防控中，青草镇已经
悄然成为“中国口罩名镇”，口
罩产业成为青草镇名副其实的

“金色招牌”。
4月27日上午，位于青草镇区

的安徽申友卫生材料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工人们在生产设备前
忙碌着，车间门口，几名工人正在
往一辆物流车上装运货物。

两年来，随着口罩订单的猛
增，公司不断增添设备、转型升
级，生产线由原先的半自动化向
自动化、智能化迈进，产能不断增
加，质量持续提升，企业得以迅速
壮大。2021 年，公司产值达到
2500多万元，创税60多万元。

“我们现在有50多名工人，每
天生产各类口罩50多万只。这两
年，我们共投入四五百万元添置
各类生产设备，推动转型升级，生
产线实现了自动计数、自动检测、
自动包装，产品质量也获得了市
场广泛认可。”公司负责人汪孔山
说，“现在我们产品主要通过跨境
电商出口东南亚、欧美国家，请了
专门团队负责运营，今天早上我
们就有一批40万只的口罩在宁波

口岸装船发往智利。”
申友公司的迅速壮大，是青

草镇口罩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同样位于青草镇区的安徽惠友防
护用品有限公司通过组织技术攻
关，成功研制出医用防护口罩，获
得了安徽省第一张医用防护口罩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填补了全
省医用防护口罩产品空白；安徽
乐康卫生材料有限公司等4家企
业获得医用一次性平面防护口罩
生产许可证……抗击疫情，青草
镇这样的“明星”企业接连出现。

青草镇的口罩产业由来已
久。青草镇经发办主任罗毓介
绍，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青
草镇就在生产口罩了，从最初的
手工缝制到现在的自动化、智能
化生产，通过不断技改，产业稳
步提升，产品也由最初单一的劳
保口罩扩展到现在涵盖劳保、纱
布、KN95、KF94、医用等在内的各
种类型口罩。

两年来，青草镇口罩生产企

业、个体户数量从之前的 150余
家增长到现在的800余家，其中
规上企业 6 家；现有从业人员
1500余人，每天生产口罩2500余
万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青
草镇口罩生产的原材料基本都是
从外地采购，现在已经形成了一
条完整的产业链，口罩产业在桐
城市西南部形成了一片独特的

“小气候”。
当前，青草镇正在积极争创

“国家级口罩产业集聚示范区”
“安徽省产品质量提升示范区”，
着力打造“中国口罩小镇”。

思路决定出路
成长决定生存

两年来，随着疫情防控进入
常态化，口罩成为守护群众健
康的必需品，口罩产业在全国
多 地 兴 起 。 随 着 口 罩 产 能 增
加、市场竞争加剧，口罩产业
重回“微利时代”。

从青草镇来看，各类市场经
营主体整体实力还不够强，使得
产业链延伸、新产品研发和质量
提升动力不足。另外，管理事务
增多、专业化要求更高也使得人
才短缺问题日益显现。

“市场瞬息万变，唯有成长
才能得以生存。”在市场考验
中，不断推动转型升级、走品牌
化之路逐渐成为全镇大小经营主
体的共识。

申友公司通过转型升级不断
壮大，目前已经以45万元/亩的价
格在青草镇购置了 15 亩工业用
地，1.5万平方米的厂房主体已经
完工，即将进入装修阶段。作为
单独供地企业，申友公司将在新
的厂区打造标杆式的医用防护用
品产业。

两年来，青草镇口罩商标注
册增加200多件，3家企业成为“安
徽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今年2
月，青草镇成功入选“安徽省防护
用品专业商标品牌基地”。以“品

牌兴业”战略为牵引，青草镇正在
谋划培育3个以上具有重大影响
力的口罩品牌，打造一批知名品
牌商标，促进商标和产业集聚深
度融合，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在青草镇区南部，一个占地
200余亩的桐城市青草安全健康
防护用品智能制造产业园正在建
设。产业园由安徽安健防护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建设，
2020年8月开工，即将建成运营，
目前人才、设备陆续到位，招商工
作也在紧密筹划之中。

“我们这里口罩产业集群形
成较早，但企业规模都不大，过去
原材料都是从外采购，想扩大集
群又缺少工业用地、产业平台。
2016年就开始谋划建设一个产业
园，但是当时没有企业有能力带
这个头。”安健公司负责人李旭
说，“疫情发生初期，原材料价格
猛涨，产业链不健全让我们错失
了很多机会。当有了一些资金积
累后，本地7家企业联合启动了这
个产业园项目。”

产业园建成达产后，预计可
实现年产值约10亿元，上缴税收
3000万元以上，将带动上下游配
套及相关服务企业约100家，直接
吸纳就业约 1000人，间接带动上
万人就业，产业园还将建设医疗
卫生用品检测中心、研发中心、产
学研交流中心等。

在桐城市、青草镇的共同推
动下，安健公司和武汉纺织大学
达成了功能性安全健康防护用品
的研发及其产业化项目合作，在
青草镇建立了博士工作站，聘请
项目负责人为产业园指导专家，
共同进行项目研发和成果转化，
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

罗毓认为，这一产业园能够
最大程度实现本地企业在产业平
台、产业服务、人力资源、销售渠
道等方面的资源共享，并推动青
草镇从单一口罩生产基地向大健
康产业智能综合体转型，也将大
幅提升青草镇乃至桐城市安全健
康防护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张凌鹤

口罩市场回归理性，口罩产业如何稳健生存和发展？

“口罩名镇”探寻品牌兴业之路

青草镇区一家口罩生产企业车间里，工人们正在赶制订单产品。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摄

本报讯 摘辣椒、搬辣椒、包装
辣椒……“五一”假期，宿松县二郎
镇卓岭村辣椒种植户周凤霞每天从
早忙到晚，一株株开了花、挂了果
的辣椒树，让她看到了产业化、规
模化种植“樟树港”品种辣椒带来
的致富“钱景”。

今年3月，抱着试一试想法的
周凤霞，通过二郎镇界岭村辣椒种
植大户洪菊仲提供的 5000株“樟
树港”品种辣椒苗，将占地面积为

3亩的连栋钢架大棚全部种上了辣
椒。“五一”前夕，5000株辣椒苗
都如期开了花、挂了果，这让她尝
到了成功种植“樟树港”品种辣椒
带来的收获和喜悦。

“统一提供种苗，统一提供技
术指导，还统一收购，而且收购价
格比普通辣椒高出很多，这让我们
种植‘樟树港’品种辣椒心里更有
底了。”通过大户带小户方式，周凤
霞选择规模化种植“樟树港”品种辣

椒更有信心了。
为什么选择种植“樟树港”品种

辣椒？积累了辣椒种植丰富经验的
洪菊仲给出了答案。洪菊仲说，“樟
树港”品种辣椒是湖南省岳阳市湘
阴县樟树镇的特产，在全国非常有
名气，市场价格比普通辣椒高，有着

“辣椒之王”之称。它的肉质又厚又
软，味道清香，带点微辣，全国各地
高档酒店、餐厅都喜欢采购这种辣
椒，而且它的采摘期长达6个月，可

采摘至10月份。自2020年7月引进
种植“樟树港”品种辣椒以来，洪菊
仲通过建基地、树品牌、精加工、占
市场，辣椒产业越做越大，共搭建占
地面积为200亩的辣椒种植大棚40
栋，并将出产的辣椒注册了商标。
同时，投资80万元，新建了一座大
型冻库和两个辣椒深加工车间。在
冻库里，常年储存了大量新鲜辣椒
和腌制的咸辣椒。今年又投资187
万元，搭建了占地40亩的连栋数字

温室大棚，通过大数据护航，保障辣
椒品质。

在二郎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去年以来，洪菊仲采取“统一提
供种苗、统一提供技术指导、统一产
品收购”等方式，带动二郎镇村级集
体和农户发展辣椒种植产业，真正
实现“小”辣椒“大”产业。目前，全
镇共发展辣椒种植专业户5家，辣
椒种植总面积达到400余亩。

（通讯员 孙春旺 桂松）

大户带小户 小辣椒种出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