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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桐城市双港镇长枫村积极创建省
级卫生村，全面优化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家园。

该村成立了创建省级卫生村工作领导小
组，周密部署，广泛动员，对标对表，扎实推进
创建省级卫生村工作。6月上旬以来，长枫村组
织党员和志愿者，对辖区内的小区、主次干道和
河道的环境卫生进行整治，对张贴的小广告进
行清除，对沿街门店乱摆乱占行为进行劝导。同
时，志愿者们还向居民讲解创卫知识，宣传创卫
工作，倡议大家积极参与创卫活动。经过集中整
治，辖区内的环境卫生得到明显改善，受到了周
围居民的好评。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居
民的卫生意识和环境意识，形成了“人人参与创
卫、人人支持创卫”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胡习珠 张先武）

双港镇：优化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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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6月 14日，岳西县白帽镇朱铺村
四季豆种植基地里，一簇簇鲜嫩的四季豆挂满
枝头，村民穿梭其中，忙着采摘、装运。

朱铺村平均海拔高，生态环境好，适合种
植四季豆。产出的豆角口感好，绿色无污染，在
市场上十分畅销。朱铺村党支部书记祝传阳
说：“今年四季豆长势很好，我们已经摘了半个
月了，高峰期一天能摘一万多斤，现在每天能
摘4000斤左右。预计今年总产量在30万斤左
右，总收入约70万元。”

近年来，朱铺村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因
地制宜发展高山蔬菜产业，其中四季豆因其产量
高、生长周期短、管理方便、市场需求量大等优势
作为主打产品。今年，朱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投
入资金30万元，新建四季豆种植基地60亩，带动
村民40多人务工增收。 （通讯员 李超）

白帽镇：高山蔬菜产业
带动村民增收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长岭镇多措并
举，扎实推进计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参保工作。

做好业务培训。镇卫计办积极组织各村计
生专干参加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工作
培训，了解计生家庭参保的重要意义、参保范
围、保险内容等，进一步提高业务能力，更好地
为社区居民服务。深入辖区宣传发动。通过各
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借助社交平台微信
群、朋友圈等方式大力宣传；借助电子显示
屏、村级广播等提高知晓率。稳步提高参保
率。镇卫计办工作人员和各村专干在接到群
众咨询电话时，细心答疑，耐心讲解，大大
提高了群众参保率。目前，长岭镇2022年计
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参保数已经突破800人，
参保率较往年大幅提高。（通讯员 张连娣）

长岭镇：扎实推进计生家庭
意外伤害保险参保工作

今年，望江县50.3万亩油菜喜
获丰收，雷池大地处处飘着菜油
香。全县油菜籽总产8万余吨，产
值4.96亿元，产销两旺。今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
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作为安徽
省油菜种植面积第一大县、全国
油料生产大县，望江县把油料产
业确定为“一县一业”主导产业。
通过实施全区域布局、全价值链
发掘、全产业链开发，该县充分挖
掘油菜的油用、花用、菜用、蜜用
等多种功能，促进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打造健康食用油生产基地。
从田间到舌尖，望江正由油菜生
产大县向油菜产业强县迈进。

新品种新技术促油
菜丰收

“今年油菜获得了大丰收，每
亩收获菜籽330多斤，我种220亩
油菜纯赚了16万元。”6月7日，在
望江县太慈镇郭河村，种粮大户
江敦应高兴地对记者说。

江敦应种了十多年粮食，现
承包有400亩田，但种油菜还是头
一回。“我承包的田地势低洼，雨水
一多，就渍水严重，种午季作物风
险大，秋收之后就闲置成了冬闲
田。”江敦应说，去年，太慈镇农技
站站长杨帆向他推荐在冬闲田扩
种油菜，还有资金补贴。在农技人
员的全程指导下，他试种了 220
亩，今年5月中旬油菜成熟了，共收
获了7万多斤油菜籽。油菜之后种
水稻，今年收入能突破30万元。

同样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还
有雷池乡雷池村的种粮大户王
健。王健去年种植油菜150亩，今
年收割时亩产油菜籽340多斤，收
入9万多元。

王健的油菜田是望江县油菜
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基地，他种植
的是高油高产两用型油菜新品
种，采用的是无人机播种，无人机
飞防，机械收割，全程机械化操
作，省时又省力。

近三年来，望江县实施全国油
菜绿色高质高效行动项目，建立示
范区5.8万亩，以油菜优质化、轻简
化栽培和多功能开发为核心，大力
推行统一种植品种、统一肥水管理、
统一病虫防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
机械作业，辐射带动效益明显。

“今年我县油菜生产再获丰
收，油菜籽生产总体呈面积增、单
产增、总产增趋势。”望江县种植
业技术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张琦
介绍，通过实施油菜绿色高质高
效创建项目、冬闲田扩种油菜项
目以及冬种油菜项目，望江县油
菜种植面积达50.3万亩，今年平
均亩产油菜籽164.38公斤，总产8
万余吨，产值4.96亿元，较上年同
期均有增长。

打造健康食用油生
产基地

油菜从种植到成为菜籽油再
到餐桌，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

油菜不仅要种的好，更要产出优
质菜油。

走进太慈镇新岭村植物油加
工基地，还未进门就闻到了浓郁
的菜油香。车间内，机器轰鸣，油
菜籽从进料口进入，经过深度精
选、微波提质、低温压榨和物理精
炼等工序后，进入油库沉淀15至
20天，再灌装入桶。偌大的生产车
间，只看到一名工人来回走动。

“我们这是全自动化生产线，
是从中国油料研究所引进的7D功
能型菜籽油产地加工技术设备，
两条生产线，日产7D功能型菜籽
油20吨。”新岭村党总支书记沈的
南介绍，加工厂是整合各类项目
资金所建，占地15亩，今年5月中
旬投产，目前是试生产阶段，日生
产菜籽油2吨，配套的油菜烘干厂
正在建设中。

“和传统制油技术相比，7D
工艺技术加工出的菜籽油味道更
香，营养更好，实现了油菜籽的
安全、营养、低耗、高效及高值

化加工。”望江县种植业技术推
广中心粮油首席专家陶友武说，
这是望江县第二家7D功能型菜籽
油加工企业。

望江作为传统的油菜生产大
县，油菜种植历史悠久，农技推广
力度大，种植水平高，油菜常年种
植面积稳定在50万亩左右，年产
油菜籽 7 万至 8 万吨，但 70%至
80%的菜籽都流向了外地。全县虽
有大小油料加工企业230多家，但
是规模和影响力都相对较小，产
品精深加工不够。

2019 年，望江从中国油料研
究所引进7D功能型菜籽油产地加
工技术装备，建立了全省首家7D
功能型菜籽油加工厂，日产7D功
能型菜籽油5吨，实现了加工工艺
标准化、设备成套化、生产控制自
动化。该企业还注册了“望油香”
品牌，生产的7D功能型菜籽油在
市场颇受欢迎。

“油料加工是促进望江油料
产业突破性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我们将通过引进菜籽油绿色制造
工艺技术，在菜籽精深加工、菜籽
饼粕利用、菜籽油饮品等方面有
所突破，积极开发独具望江特色
的新产品，打造高端食用菜籽油
品牌。”陶友武说。

油菜多功能开发增
效益

既能榨油，又能吃菜，还能
赏花，顺便采蜜，在望江县，种
下一棵油菜，能收获的可不只有
菜籽油，还有油菜薹、蜂蜜、旅
游等收入。

“今年春季，我们卖了几万斤
油菜薹，主供县内市场，大家的接
受度很高。”在中棉所长江科研中
心，去年试验示范种植的杂交油
菜薹新品种“硒滋圆1号”和“硒滋
圆2号”取得了良好收益，该科研
中心副主任周克海粗算了下收
益，“今年春季采摘了3次菜薹，每
亩采收 3000 余斤，亩收益 4500
元；机收每亩收获菜籽348斤，亩
收益1044元，效益非常可观。”

近年来，望江县以中棉所长江
科研中心综合实验基地为核心，开
展“菜油两用”及高端蔬菜专用品
种试验示范，以科技力量推动油菜
产业高质量发展。2018年该县开始
示范油菜“菜油两用”栽培模式，品
种选用中油杂19，亩产菜薹600至
1000斤，油菜籽产量320至360斤，
每亩产值1500－2000元。目前，该
品种在望江县的种植面积已达7万
余亩，并在蔬菜产业重点村——杨
湾镇丰乐村整村推进，“菜用”种植
面积达2000亩。

同时，油菜的“蜜用”“花用”也
在稳步推进中。望江县现有养蜂专
业合作社3家、发展蜂群约1.3万余
箱，每年生产各种蜂蜜600多吨；
该县2021年举办的第五届油菜花
系列赏游活动，吸引游客30余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亿元。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李曙斌 柯思德

区域化布局、多元化开发、产业化经营、品牌化打造

望江：打造油菜“田间到舌尖”全产业链

望江县高士镇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组织机械收割油菜。通讯员 李曙斌 摄

本报讯 宜秀区白泽湖乡深入
贯彻落实省“一改两为”大会精
神，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急
难愁盼”，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

“家门口的水塘终于又能派上
用场了，再也不用大老远地铺管搭
线抽水了……”“既省钱又方便，
也能解决家里日常简单的洗洗刷刷
问题……”当家塘重新“当家”，
白泽湖乡先锋村瓦屋组、姚王组的
村民纷纷点赞。6月11日，记者在
先锋村姚王组刚刚完成整治的当家

塘边看到，塘坝平整，水面清洁，
周边环境焕然一新。姚王组当家塘
本月初完成整治，瓦屋组当家塘整
治4月底已完成。

当家塘即老百姓家门口的池
塘，和村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今年初，先锋村党员干部在走访中
了解到，瓦屋组、姚王组两处塘口
年久失修，灌溉功能不足，农忙时
灌溉用水成了村民的麻烦事。村

“两委”立即制定整治方案，筹措
资金，对两处当家塘先后实施清
淤、硬化护坡，提高蓄水能力，改

善水质。
瓦屋组种粮户方文革高兴地

说：“当家塘修好了，水可以直接
灌溉农田，我再也不为稻田缺水而
烦恼了。”方文革种了6亩田，以
前稻田灌溉用水是他最头疼的问
题。“现在不仅农田灌溉不用愁，
而且水变清了、环境变美了，我们
住在旁边心情都舒畅了。”

先锋村党支部书记张启扎说：
“瓦屋组和姚王组当家塘清淤及护
坡工程，让90亩农田的灌溉有了保
障，2个村民组56户224人受益，改

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同时美化
了乡村环境。下一步还要对全村当
家塘进行常态化管理，实施长效管
护，确保当家塘能用、好用。”

夜幕降临，白泽湖乡独秀社区
的永安路上，新安装的路灯亮了，
居民们夜晚出行方便了。

过去，独秀社区这条路上没有
安装路灯，到夜里就一片漆黑，居
民晚上摸黑出行十分不便。独秀社
区“两委”深入居民家中走访，了
解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会议，研
究路灯安装事宜，制定解决方案。

日前，由独秀社区居委会出资
安装的20盏路灯在永安路上陆续
亮起，居民夜间出行难问题得到解
决，辖区照明网络进一步完善，受
到居民一致好评，整个安装工作将
在6月底结束。

“路灯亮了，居民夜晚出行方
便了。接下来社区还将进一步聚焦
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努力为
群众解难事、办好事、做实事。”
独秀社区党总支书记章洪阳说。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刘忆萍）

白泽湖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本报讯 6月13日下午，迎江区秦潭湖社区
在社区文化广场开展关爱青少年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向学生及家长讲解如何识
别各种毒品，让大家了解毒品的历史，认清
毒品的危害。与此同时，志愿者们还向过往
群众发放《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和防溺水等各类宣传单页，并发放
禁毒、反电诈等宣传单页200余份，接受群众
咨询30余人次。 （通讯员 杨淳）

秦潭湖社区开展
关爱青少年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