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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定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在合肥市齐云山路蔚蓝商务港 B 座
1619 室拍卖厅向社会公开拍卖废旧专用
设备一批，保证金10万元。

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2020 年 5
月 25 日-26 日（上午 9 时起至下午 16 时
止）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注意事项：以上标的按现状拍卖，拆
装运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具体拍卖事宜
详见相关拍卖文件。有意竞买者须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 12：00 前，向本公司指
定账户汇入竞买保证金（户名：安徽金秋
拍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巢湖
支行，账号：8112301011900434681），并携
带相关材料到本公司指定地点办理申请
竞买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18919603799
安徽金秋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拍卖公告
拍卖时间：2020 年 6 月 2 日、6 月 4

日、6 月 6 日、6 月 9 日、6 月 11 日、6 月 13
日、6 月 16 日、6 月 18 日、6 月 20 日、6 月
23日、6月30日下午1点进行同步拍卖。

自公告之日起每周一、三、五进行在
线拍卖。

拍卖标的：旧机动车一批
预展时间：即日起接受咨询、现场看样
展示、拍卖地点：无锡市新吴区金城

东路290号东方汽车新城F08座。
参拍保证金：人民币壹万元整。
注意事项：竞买人须在拍卖前交付保

证金。个人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企事业单
位携带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办理竞
买手续后方可参加竞拍。

咨询电话：0510-88235000

无锡东信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人民政府指定国有资产拍卖机构

房屋竞租公告 20期

受委托，安徽省银河对合肥市长
江西路152号4处房屋3-5年租赁经
营权举办竞租会。详见目录、规则及
注意事项。

竞租会时间：6月 11日（周四）上
午10时

报名截止时间：6月 10日（周三）
下午4时止（到账）

竞租会及报名地址：长江中路55
号省委办公厅服务楼 4层 409 会议
室 13856934193 张先生

注意事项：竞租资格、报名手续、
竞租会程序、竞租保证金等内容，详
见目录及银河官网公告。

2020年5月21日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所有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
课，倒逼人们增强健康意识。在疫情的特殊时期，2020
年“520无限极社会责任日”活动以“履行社会责任，迈
向健康人生”为主题在线上与公众见面，透过“责任”“洞
察”“行动”“承诺”等板块，无限极希望引起大众对健康
的关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公众健康素养。

这是无限极连续第二年举办“520无限极社会责
任日”活动。此次活动推出了“与疫情战斗的日子”系
列海报，还邀请到了各界权威人士，通过线上视频，畅

谈疫后健康产业的发展趋势。在疫情的考验下，负责
任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活动专区
也设置了“我的520健康主张”互动分享，呼吁大众践
行饮食、起居、运动、情志的“四合理”健康生活方式。

无限极“520 社会责任日”行动，结合线上线下，
通过具体行动将个人的小爱延展为社会的大爱，让世
界变得更加美好。无限极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呼吁每
个人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呼吁每个企业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加速向“2030健康中国”的目标前行。

520无限极社会责任日上线 呼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星报讯（柏松 记者 吴传贤） 从 2014 年的 8009 户

20700人，到目前的113户323人，淮南市潘集区所有贫困

村已全部出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所剩无几，贫困发生率

从2014年6.9%降至0.11%。

近年来，潘集区紧紧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目

标任务，因地制宜，科学谋划，以农业园区为平台，以龙头

企业为引领，以专业合作社为纽带，以能人大户为桥梁，深

入推进农业特色产业扶贫三大行动，全面推广“四带一自”

产业扶贫模式，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抓特色强优势，夯实产业扶贫“硬基础”
按照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的要求，潘集区明确了产业扶

贫优先投入的思路，以产业扶贫项目为抓手，进一步筑牢

脱贫攻坚基石。2016 年以来，全区共计投入财政资金

8184 万元，实施农业产业扶贫项目 13133 个，其中到户项

目12997个，村集体产业项目136个。

产业强则经济强，产业兴则经济兴。区委、区政府始

终把发展产业作为产业扶贫的基础，立足潘集实际，结合

本地资源禀赋，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突出优势、彰显特色，

加大政策扶持和项目资金支持，加快培育特色种植业、特

色养殖业、特色加工业和休闲农业等产业。

潘集区以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名义聘用了 42 名扶贫

驻村工作队人员作为产业指导员，建立了产业发展指导员

制度；区农业农村局成立了特色种养业扶贫专家组，结合

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活动，组织 80 名农技人员对贫困户开

展“一对一”农业生产技术服务工作，将技术送上门。

如今，潘集区逐步形成了优质粮、瓜果菜、畜禽水产养

殖、农产品加工等四大主导产业，努力打造潘集酥瓜、高皇

蔬菜、架河葡萄、淮河湾农产品等一批优质农产品品牌，积

极申报店集贡米、淮南麻黄鸡、刘余黄心乌等“三品一标”

农产品品牌，积极引进双胞胎集团、正帮集团等大型养殖

龙头企业落户潘集，为产业扶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园区增功能，筑牢产业扶贫“桥头堡”
在架河镇小郢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立富扶贫产业

园。按照“新型经营主体+贫困户+园区引领”经营模式，

产业园积极打造扶贫平台，通过技术培训、劳务用工、土地

流转和带资入股等方式，扶持发展集养殖、种植、沼气

（液）、光伏、休闲采摘于一体的农业生态产业，带动了部分

群众增收和60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突出产业扶贫“造血”功能,潘集区把建设产业扶贫基地

（园区）作为主攻方向，创新扶贫模式，带动贫困户发展产

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扶持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现

本地就业，实现“两业融合”，带动贫困户增收、促脱贫。

依托园区，潘集区把培育龙头企业作为产业发展重

心，大力发展优质粮、瓜果菜、畜禽水产养殖业和农产品加

工业等“四大产业”，培育佳益米业、春风粮油、东联粮油、

秦家米业4家省级龙头企业，潘玉粮油等43家省市级龙头

企业。

高皇镇万顷葡萄种植精品园、许家岗循环生态园、武

庙休闲农业观光园、后湖生态园、城北酥瓜产业园……沿

着淮潘公路，一个个特色农业产业园星罗棋布。目前，潘

集区已建成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场4个，国家级园区1个，

省级园区 2 个，另有各类特色精品园区 10 余家；贫困村建

设各类产业扶贫基地40个。

扶主体促效能，打造产业扶贫“排头兵”
走进淮南双胞胎德荣猪业有限公司，投资 3 亿元的生

猪养殖基地年供商品苗猪 22 万头。企业流转贫困户土

地，每年给予每亩土地流转费1300 元。同时与34个贫困

村签订了入资协议，每年给予贫困村固定分红，目前已兑

现34个贫困村分红64.05万元。

潘集区充分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能人大户分布广、

技术成熟的优势，积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

转、务工、技术服务等方式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进一步提

高产业带动覆盖面。全区共培育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358

家、家庭农场 276 家，全区参与扶贫带动的农业经营主体

达153家，带动贫困户4952户。

按照“政府出政策、企业出资金、农户出土地”的方式，伟

润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动沉陷区土地流转，农户以水

面150元/亩、土地600元/亩将自家水面或土地，流转给合作

社进行集中经营。目前，合作社已流转20户贫困户的42.80

亩土地，盘活了贫困户的土地资源，保障了贫困户的收入。

潘集镇东湖村组织村里的养鹅大户，成立了淮南济贫

家禽养殖合作社和淮南市晓天家禽养殖合作社，并带动了

32户贫困户和8户一般农户。2019年，东湖村的白鹅养殖

存栏2.1万羽，销售1.6万羽，实现收益300余万元，户均增

收2037元，当年40户的分红款也按时打卡到户，保障了贫

困户的收入。

特色产业扶贫结出盛夏的果实
淮南市潘集区农业特色产业扶贫工作综述

抓好“双”疫情防控 确保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

六安市裕安区畜禽屠宰管理人一直在行动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让全国人民进入紧张

“战疫”状态，全社会面临着重大压力。而食品生产企业既

要实现员工人身健康，又要保障产品食品安全的双重保

障。处在疫情拐点未到病毒可能长期共存的形势下，食品

企业必须建立防疫和食品安全双保障体系。尤其是肉食

品生产更是面临生猪收购、接触面广的“双”疫情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的压力，直至疫情

风险降至低风险区域，六安市裕安区生猪屠宰行业未出现

一例感染乃至疑似病例。 □ 张淼

全力做好动物疫病防控
今年 2 月初，六安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期，六安市

天安食品有限公司系该区唯一生猪定点屠宰厂，也是非

洲猪瘟防控的关键环节。裕安区畜禽管理站落实屠宰环

节疫情防控责任，强化入场查验，待宰巡查，宰前、宰中和

宰后检疫检验以及车辆、场所消毒等工作，确保上市猪肉

产品质量安全。

负责场区查看的杨万红告诉笔者，“自疫情发生以来，

天安食品公司的生猪定点屠宰场严格按照检疫、检验，做好

生猪的屠宰。职工进场之前首先是进行登记，(量)体温，(戴)

口罩、手套，都是严格按照检疫部门的要求做到的。对肉的

品质都是进行严格的检验，厂里的消毒我们一天进行两次，

早上一次，下午就是车间打扫完进行一次，现在我们都是采

用石灰、喷雾器两种方式结合的形式在进行。”

保障畜产品有效供应
杨万红是天安生猪定点屠宰负责检验员，已经从事多年

工作的他，每天都要对每一头屠宰的生猪进行采血检验，并

出具化验报告。他在采访中说道：“自非洲猪瘟发生以来，我

们厂里就建设了PCR实验室，我对每天屠宰的生猪进行头头

采、批批检，让群众吃上放心肉。”

“为了保障疫情防控期间‘菜篮子’猪肉供应不断档、

不脱销，我所积极协调，采取有效措施，畅通鲜活畜产品

‘绿色通道’，督促天安生猪定点屠宰场于 2 月 3 日及早恢

复生产，在做好人员防护的同时，严把屠宰检疫关，每天凌

晨 3 点钟，派驻官方兽医，按时到岗，通过非洲猪瘟检测、

检疫综合判定等实施同步检疫，对检疫合格的加盖检疫印

章，出具检疫合格证明，切实看好了人民群众的‘肉架子’，

确保了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裕安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所

长说。

据介绍，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六安

市裕安区农业农村局进一步加强生猪屠宰监督管理，规范屠

宰检疫行为，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确保辖区群众吃上放

心肉，有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畜产品有效供应。

在全面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裕安区农业农村局牢固树立保障民生无小事的大局意

识，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进一步加强“菜篮子”市场质量安全

监管，坚决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和全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国网淮南潘集供电公司
全面提升电网建设

星报讯（蔡福瑞 王卡莎 记者 吴传

贤）经济发展，电力先行。为不断加强党

的政治建设，服务好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今年 3 月起，国网安徽淮南潘集供电公司

启动实施电网专项提升方案，着力解决电

网薄弱环节，持续优化电网结构。

潘集供电公司始终把人民对日益增

长的电力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针对网架结构薄弱、低电压、重

过载、卡脖子、频停频跳、煤化工园区建

设、贫困村电网改造等问题进行深度剖

析、制定解决措施。不断优化电网建设

时序，进行精准投资，确保每个项目都发

挥出最大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 据初

步估算，2020 年至 2022 年需投资 35 千

伏及以下项目 211 个，总投资约 2.68 亿

元。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完善网架结构、

提升客户用电品质、保障招商引资企业

用电需求。

下一步，潘集供电公司将认真把握

“十四五”电网发展的形势和任务，谋划好

未来一个时期的电网建设，逐步建成安全

可靠、经济合理、坚固耐用的现代化农村

电网，助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特色产业扶贫结出盛夏的果实（主标）

淮南市潘集区农业特色产业扶贫工作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