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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志愿者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王齐斌） 为缓解
临床用血压力，保障患者用血需
求，进一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
精神，5 月 8 日“世界红十字日”，
池州市三献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无
偿献血活动。

当天一大早，主城区新西街献
血屋外人头攒动，参加献血的志愿
者前来填表、登记、化验，积极配
合医护人员开展献血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验血合格后，在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志愿者有序进行抽血。据
悉，现场共有21名志愿者参与献血

活动，献血总量7300毫升。志愿者
中既有连续多年坚持无偿献血的人
员，也有初次尝试的“新兵”。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滴滴热血
温暖人间。大家纷纷表示，无偿献
血只是献出一份爱心，希望这一微
小 的 举 动 可 以
帮 助 更 多 人 ，
只 要 身 体 条 件
许 可 ， 今 后 将
继 续 参 加 无 偿
献血活动。

无偿献血传递温暖爱心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为弘扬家庭传统美德，传承良
好家风家训，日前，贵池区清风街
道翠百社区开展了“强国复兴有
我 树立先进典型—好婆婆、好媳
妇”评选表彰活动。活动旨在深挖
社区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典型人
物，激发见贤思齐正能量，促进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共创和谐社
区。

图为该社区小朋友向入选的
“好婆婆”、“好媳妇”献花。

记者 倪晓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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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汪冯青

在东至县葛公镇永正村，有一个叫
潘家的地方，来到这里，你会觉得走进
了山水画廊。近日，笔者走进该村，村口
便是果园和鱼塘，返乡青年潘四平正带
领村民为桃树剪枝。

47岁的潘四平初中毕业后，先是
在家做了几年木材和茶叶生意，后来前
往江苏常州的一家服装厂干了十几年。
2008年，他在常熟创办了自己的服装
厂，这一干又是十几年。2020年春节，

因疫情去不了江苏，潘四平在家呆了一
个多月。这一个月里，他每天都在村里
转上大半天，看到家乡虽然风景好，但
不少山场和土地都被抛荒了。潘四平便
决定让妻子在常熟继续经营服装厂，而
他要返乡创业，把荒地利用起来栽果
木，把山泉水利用起来搞生态养殖。

2020年上半年，潘四平流转了本
组 50亩土地，创办了东至县葛公镇青
龙湾家庭农场。有关专家对土壤结构和
气候进行了调研，认为该地最适合栽种
水蜜桃、枇杷和杨梅。潘四平专门从江

浙调来了优良品种，果苗栽下去了，当
年的成活率达到了95%以上，这让潘四
平看到了希望。2021年 7月，他注册成
立了东至永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扩大
农场规模。

两年时间，潘四平农场里的水蜜桃
长得有一人多高了。他又看中了村前的
一口山塘。山塘旁边是清水河，他将这
口山塘扩大了十几亩，引进清澈的河水
进行生态养殖。目前，这里养殖了一万
多尾的“四大家鱼”，成为山村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

潘四平还在本镇联塘村流转了
100亩荒山栽种油茶。他说，今后就在
家乡创业了，不走了，把家乡建设好就
是人生最大的价值体现。

“虽然这些年我一直在外面创业，
但我始终关注着家乡的发展。我们这里
生态环境好，土壤适合发展经果，目前
我已引进了冮苏无锡的水蜜桃、苏州的
白玉枇杷和浙江仙居的东魁杨梅，并着
手打造休闲农庄，助力乡村振兴。”潘四
平笑着说。

情系家乡谋发展 返乡创业促振兴

眼下，我市多地围绕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促进农业有效发
展，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图为石台县仙寓镇奇峰村正抢抓晴好天
气，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沟渠工程建设。 记者 齐蕾 摄

□ 记者 李玲

5月 5日下午，青阳县南峰食品有限公司仓库内，工人
们正在给九蒸九晒黄精系列产品打包。总经理林陈成告诉
记者，眼下正是黄精生长旺季，也是黄精制品的销售旺
季。当天，公司的网上销售额6000余元。

2010年，年仅 21岁的林陈成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开始
从事九华黄精育苗、种植、加工项目。2017年，林陈成创
办青阳县南峰食品有限公司，专业从事九华黄精的研发、
生产、销售。公司开发的“九华禧牌”黄精系列产品走进
了长三角地区的土特产店、养生店、高铁站，“七房崂”九
蒸九晒黄精系列产品走红网络，两大系列产品年销售额达
1000万元。

从建立九华黄精育苗基地，到加工黄精制品，再到利
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线上销售——南峰食品的九华黄精产
业链，正是青阳县推动九华黄精“三产”融合发展的缩影。

九华黄精是青阳县传统产业。近年来，该县将九华黄
精产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出台《关于加
快发展九华黄精产业的实施意见》，全产业链推进九华黄精
产业发展。

积极打造九华黄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
地，成功创建九华黄精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2021
年，全县种植九华黄精3.2万亩，培育九华黄精产业化龙头
企业 10个、规模以上黄精加工企业 1个、黄精种植专业合
作社10个，家庭农场、种植大户50余个，引导成立九华黄
精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2个。特色鲜明的九华黄精制品，
通过天猫旗舰店、京东特色馆、邮乐购等电子商务平台，
每年网上销售达7000万元。

九华黄精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早在 1500 多年
前，唐代诗人许宣平曾在《见李白诗又吟》中写道：“一池
荷叶衣无尽，两亩黄精食有余”。关于九华黄精的传说更是
给这一食药两用的绿色食品增添了几分神秘。

为了进一步挖掘九华黄精的附加值，青阳县力促黄精
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等现代产业有机融合，延伸产业
链条。据统计，该县目前建有九华黄精休闲农业示范基地2
个，新增九制黄精、黄精粉丝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个，
建设九华黄精文化馆1个。

禅悦食品工贸有限公司打造的禅悦食品黄精康养体验项目位于青阳县
庙前镇，兼具产品展示、产品体验和黄精文化推广功能。展示区展示的黄
精系列养生食品数量位居全国之首，拥有黄精酒、黄精素饼、黄精蜜饯、
黄精茶、黄精咖啡等30多个系列产品；体验区有相见黄精轻酒吧、黄精茶
吧以及黄精药膳餐厅，并建有“相见在九华，健康有黄精”的“相见”体
验民宿。每逢节假日，来这里参观、购物、住宿的游客络绎不绝。

深化工旅融合，实现生产增值；深化农旅融合，实现品牌增值；深化
文旅融合，实现消费增值——九华黄精走三产融合发展之路，串起了产业

链，结出了“致富果”。据统计，
2021年青阳县九华黄精综合产值达
8亿元，同比增长21.5%，带动3000
余名农民实现人均年增收3600元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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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玲） 近日，第
二十二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成
绩揭晓，我市共有 16名学生获奖，
其中一等奖 4人、二等奖 6人、三
等奖 6人，分别来自池州一中、池
州三中、东至二中、东至三中、石
台中学、青阳中学6所学校。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由中国
侨联、全国台联、人民日报海外
版、《快乐作文》 杂志共同主办，
至今已举办了 22 届。2019 年经教
育部审批后，中国内地的参赛对象
改为高中在校学生。

第二十二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

大赛经教育部批准列入 2021-2022
学年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大赛的
主题为“精神”。在接到大赛通知
后，市教体局、市侨联及时动员各
地中学组织高一、高二年级学生报
名参赛，全市共有 150余名中学生
参加。参赛的作品围绕中华体育精
神、爱国主义精神、创新和工匠精
神，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进行了不
同视角的认知、理解、诠释和感
悟，充分展示了池州中学生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积极健康的审美情
趣以及涵养深厚的中文素质。

池州16名学生在世界华人
学生作文大赛中获奖

□ 记者 石泽丰 姚成润

“获得电力”作为一种评价指标，
反映了一个地方电力连通的效率、电
力供应的可靠性以及电费的透明度，
是衡量营商环境水平的重要标尺。今
年以来，池州供电公司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深化信息共享应用，提前获
取重点项目建设信息，及时开展配套
电网建设，努力实现从“客户等电来”
到“电等客户来”的转变，我市企业用
户的“电力获得感”在不断增强。

“专线”直入 电等客户来

安徽百强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的
配电房，预留出了高压柜、变压器等
配电设备安装空位。一根 400平方毫
米粗的电缆接头从地下穿出，等待接
入到企业的配电设备上。池州供电公
司营销部主任李频告诉记者：“这就
是我们为企业建的10千伏专线，它是
从距这里2千多米的双龙变电站直接
接过来的。”

安徽百强科技有限公司坐落在
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 2021
年，拟于今年 7 月份投产，主要生产
HDI高密度互联多层线路板、双面印
刷线路板、多层线路板、柔性线路板
等。为满足预期生产规模需要，企业
所需用电生产设备超过 700台（套）。
该公司项目建设经理童革新说：“用
电负荷多大，是我们首先要测算的问
题，且务必打好提前量，赶在配电房施
工之前完成测算。”

项目建设，电力先行。作为市场
主体的“电保姆”，池州供电公司在营
销 SG186系统中的“城建工改平台项
目信息查询”模块上，提前获悉安徽
百强科技的相关需求信息，并主动与
之对接，了解用电实际需求。“供电部
门安排专人多次上门与我们沟通，核
定负荷等级与负荷大小，最终确定一
期用电容量为8550千伏安，进而及时
引导我们完成业扩报装申请，在双龙
变电站间隔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与经
开区管委会一起优化园区电网，对我
公司采用10千伏专用线路接入方式，
彻底解决了用电需求问题，不再需要
我们花大价钱去建一座 35千伏变电
站。供电公司的这项主动服务一下子
为我们节约了近1000万元的投资，让
我们深受感动。”童革新说。据统计，
今年以来全市像这样享受到超前对
接、优化接入服务的用电企业达 154
家。“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供电部
门的提前主动服务，为我们早日达产
达效提供了可靠的供电保障。”童革
新道出了许多项目主体的心声。

“三零”服务 小微企业点赞

主城区万盛广场 2栋楼的 104号
至 109号门面，室内装修正进行得如
火如荼。在这栋楼的后壁外墙上，一
个新安装的电表箱特别醒目。张标
说：“这个电表箱就是池州供电公司
池阳供电服务中心为我免费安装
的。”作为一家小微企业，要在这里开
一家火锅店，以前这里的门面房用的

全是民用电，无法满足火锅店的用电
需求。

“4月15日，我在国网APP线上发
起申请，不到3天时间，供电公司就直
接上门把我用电的烦心事解决了。要
在以前，非得自己到线下营业厅去办
理不可，现在只要线上申请，真是做
到了‘零上门’。”张标为供电公司优
化营商环境的务实之举竖起大拇指。

为降低企业接电成本，池州供电
公司放宽小微企业低压报装门槛，从
100千伏安放宽至 160千伏安，凡 160
千伏安及以下小微企业采取低压接
入，至用户建筑区划红线的计量装置
及以上由供电投资，企业无需支付任
何费用。这种“零投资”的办电，为张
标的火锅店节省了将近 1 万元的开
支。

池阳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潘敏
说：“今年我们优化办电流程，低压办
电压缩为‘业务申请、装表接电’两个
环节，现在小微企业低压用电申请，
无须审批。”作为小微企业的池州市
欣元商贸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深切地
感受到了“零审批”带来的便利。今年
3月30日，该公司提出用电申请，报装
容量为 6千伏安，4月 1日，供电公司
就完成了现场装表。

“获得电力”足 满意才“池”久

今年以来，为营造良好的用电营
商环境，着力打造“‘池’久满意”营商
环境品牌，池州供电公司对标一流，
补短板强弱项，在深化信息共享应用

上下功夫，将供电公司用电报装系统
与政务服务、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等系统融汇贯通，定期对接政府部
门，提前获取重点项目建设信息，主
动开展配套电网建设。

池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高传海
告诉记者：“传统的供电服务模式是
客户等电，由客户到营业厅申请，供电
公司再提供勘查、装表等服务。现在，
供电公司通过服务关口前移，实现了
电等客户来，项目建成即可投产。”

市场主体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充足可靠的供电保障。为进一步提升
供电可靠性，池州供电公司在健全电
力设施保护机制上持续发力，扩大“零
计划停电示范区”范围，逐步取消核心
区计划停电，试点建设4个“高供电可
靠性示范区”，力争全市城网用户平均
停电时间不超过2小时、农网用户平均
停电时间不超过10小时，努力达到全
省最优。

“我们在提高供电可靠性的同时，
不断简化涉电审批流程，推出低压用户
告知承诺制；施工距离500米及以内10
千伏高压用户实行备案制；其他用户电
力接入工程实行并联审批制，确保2个
工作日内办结。”高传海说的话掷地有
声。

今年以来，供电公司强化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以实实在在
的举措，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
以高效率服务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
展。

优化服务“电力”足 提升企业“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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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方源） 5月 7
日，贵池古舜社区举行疫情防控

“致敬最美志愿者”表彰大会，为42
名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志愿者颁发
荣誉证书，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自疫情
防控以来，
古舜社区的
42 名 志 愿
者 主 动 请
缨，踊跃投
身于疫情防

控的最前沿。他们主动承担起布置
监测点、核酸采样、信息录入、秩
序维护、巡楼喊楼、卡点值班、政
策宣传等工作，用实际行动构筑起
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表彰大会上，社区工作人员带
领全体参会志愿者共同重温《中国
志愿者誓词》，宣读了致全体社区
志愿者的感谢信。罗秀美、徐明
星、余美生 3名志愿者代表进行了
生动感人的交流发言，分享他们在
志愿服务中的苦与乐。

最美“志愿红”闪耀疫情防控一线

树优良家风
展巾帼风采

本报讯（记者刘晓丹）在做好疫
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池州市图书
馆自今日起正式恢复开放，开馆时
间 为 周 一 至 周 四 、周 六 、周 日 8:
30—17:30，周五闭馆。实行每日在馆
人流总量管控，实时在馆人数根据
情况动态调整，目前实时在馆人数
控制在 500人以内，同时，所有回馆
图书一律消毒后再上架。

据悉，市图书馆自 3月 16日闭
馆，不少读者因此不能还书。因本次
闭馆造成的逾期图书滞纳金将予以
免除，读者在恢复开馆的 2 个月内
（即7月11日前）归还图书即可；自7
月 11日起，将正常收取逾期图书滞
纳金。

所有入馆读者必须全程佩戴口

罩、自觉保持 1米间距，在入口处接
受体温检测，进行“安康码”“行程
码”双重核验；对体温异常、行程卡
带星和安康码黄码、红码的读者，工
作人员将按疫情防控有关规定执
行。

老年、少儿读者入馆扫码如需
帮助，可咨询门岗处工作人员。无法
出示“安康码”“行程码”的老年、少
儿读者要严格进行体温检测，并凭
借有效身份证件在入口处进行信息
登记，如实报告近14天旅居史，方可
入馆。

近期，市图书馆严格控制线下
活动，读者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参与
线上活动。

市图书馆今日起有序恢复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