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来，绩溪县创新脱贫技能培训模式，
采取“课堂理论+实地操作+企业合作”培训
模式，开办了生态护林员和菊花茶种植加工
技术两期脱贫技能培训班，41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通过培训掌握了一技之长，帮助他们通
过技能实现就业增收。图为贫困学员正在绩
溪县长安马道悠然菊花合作社现场参加菊花
茶制作和包装实训。

特约记者 周明助 摄

创新培训模式
推进技能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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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文宣

前不久，有媒体曝光省外某商家将“倍
氨敏”、“舒儿呔”等固体饮料冒充婴幼儿奶
粉进行销售欺骗消费者，结果婴幼儿持续
食用后被确诊为“佝偻病”的新闻，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宣城有“倍氨敏”、“舒儿呔”
此类问题产品吗？近日，记者采访了我市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错时施工错时施工 抢抓安装进度抢抓安装进度
6月19日凌晨4点钟，天还没亮，宣城市

第十二中学的教学楼里就传来了机器的轰鸣
声。此时，五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空调安装师
傅正忙着给教室墙壁打孔，以方便后续的空调
安装工作。这些教室，下个月即将作为中、高
考考场使用。

“没办法，学校的时间段比较特殊，我们只
能起早在学生还没上课之前过来安装空调。”
空调安装工人徐辉祥一边和记者说着话，一边

给空调管缠上胶带，丝毫不敢松懈。他告诉记
者，当天是他们安装空调的第一天，前期的准
备工作还有很多，他的同事正在教室里进行空
调的打孔和测量工作。

此次空调安装项目的负责人魏浩雷表

示，由于每所学校的上课时间不同，所以要
做好统筹安排工作，根据各个学校的时间进
行施工，尽可能不影响到学生上课。魏浩雷
告诉记者，周末趁着学校不上课，抓紧安排
工人施工，分批对60个教室的前后墙角处，
进行打孔及支架安装。学生上课期间，工人
凌晨 4 点就进入施工现场进行空调安装。

“学生的休息时间就是我们抢抓工时的‘黄
金时间’。”

决胜小康看宣城

我市中、高考考场空调安装完毕

“在外头也不容易，跑东
跑西的。回到家乡创业踏实
些，有种归属感。”这是“小李
子”的心里话。

乡亲们口中“小李子”的
年龄可不小了。他叫李仕
清，今年46岁了，家住郎溪县
姚村乡姚村社区下天门组。
二十年来，他一直在外地闯
荡。“市政园林干过，养殖场
也干过，辛苦钱挣了一些。”
李仕清与爱人商量后，于今
年年初回到了家乡。

回乡后的李仕清并没有
闲着。头脑灵活的他开始盘
算着如何在家门口的土地上

“翻”出“新花样”。说干就
干，看到村里良好的生态环
境，他决定在村里的清水洼
发展林下经济。

清水洼里有什么？李仕
清带着记者一瞧究竟。只见
郁郁葱葱的枫树林间，十多
头驴和黄牛正悠闲地吃着
草，其间，成群结队的土鸡
和山羊也悠哉地享受着田
园之乐。

“清水洼里除了大片的
枫树林外，还有一些毛竹
林，林下绿草青青，是生态
放牧的好场地。”李仕清详
细介绍着，今年 4 月份，他
从山东菏泽买了8头德州毛
驴和2头鲁西黄牛，紧接着又
买了12只波尔山羊种羊，还
养了 1200 只土鸡。此外，
在山涧里，他集中饲养了
150只蛋鸭。

搞养殖可是门技术活。
为了解决后顾之忧，李仕清
与卖方提前做好了沟通，卖
方全程提供跟踪防病指导和
其他服务。“我原先在养殖场

打工时也学了一点皮毛，后
来又在网络上学了一些知
识，这样一来，慢慢从‘门外
汉’成了半个行家。”

李仕清的林下经济“版
图”不止于此。看到山冲里
的一口池塘碧波悠悠，他将
其承包了过来，第一批放养
了130条小甲鱼，同时混养
了一些其他品种的鱼。“一样
东西也是养，两样东西也是
养，多种经营能够带来更好
的效益。”他说。

立体式的综合养殖为后
续发展林下经济打下了坚实
基础。李仕清告诉记者，清
水洼里除了自家的20多亩山
场外，还有一部分是别人的
山场。因为养的禽畜吃的是
林下矮棵子树的树叶和虫子
等，对乔木、毛竹等生长没有
什么影响，而且它们产生的
排泄物又是竹木生长的好肥
料，因此，村民们都乐意把山
场无偿提供给他搞林下经
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
了他的信心。

有了大伙儿的支持，李
仕清的林下经济规模也越做
越大。见山下还有30余亩荒
地，他主动上门与村民沟通，
最终流转过来用以种植牧
草、山芋、玉米等。“村民们不
仅能够获得租金，忙的时候
还能在我这里打打零工挣得
收入。”他说。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在
村里的指导下，李仕清还优
先安排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到清水洼做工，如下天门
组的建档立卡贫困村民李秀
华已成为了固定工人。

谈及未来，李仕清的话语
里充满沉稳：稳扎稳打地推动
林下经济发展，也希望接下来
能够为带动其他村民尤其是
贫困户致富贡献力量。

本报讯 6月 28日，商
合杭高铁合肥至杭州段开
通运营，这是宣城市区和郎
溪县、广德市首次通高铁。
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为
庆祝这一喜事，同时也为了
推动本地旅游，我市推出了
商合杭高铁宣城市旅游优
惠政策。在高铁开通一周
内、一个月内和至今年年
底，分三个时间段针对来宣
城的游客提供不同的优惠
政策。

“自商合杭高铁开通一周
内，全球游客凭本人身份证
（护照）和到达宣城站、郎溪
南站、广德南站的高铁票即
可免大门票游览宣城市所
有 A 级景区（不含景区交
通、导游费用等）。”市文旅
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逢
国内高铁开通，沿线旅游城
市都要出台优惠政策，以此
加大地方旅游品牌宣传，招
徕国内外游客。但是像宣
城这样为期一周时间这么
多景区都免费，在全国都是
屈指可数的。

记者还了解到，自商合

杭高铁开通一个月内，全球
游客凭本人身份证（护照）
和到达宣城站、郎溪南站、
广德南站的高铁票即可半
价游览我市参与活动的 A
级景区（不含景区交通、导
游费用等）。

同时，自商合杭高铁开
通至2020年 12月 31日，全
球游客凭本人身份证（护照）
和到达宣城站、郎溪南站、广
德南站的高铁票，可享受我
市A级景区、酒店、民宿不同
程度的优惠。

记者了解到，此次向外
地游客免门票的景区中，既
有诗仙李白七次登临“相看两
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天下第
一诗山”敬亭山，又有明代著
名文学家冯梦龙称为“天下四
绝”的广德太极洞，还有李白
留下千古绝唱“桃花潭水深千
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桃花
潭，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齐
名的中国三大古道之一徽杭
古道，中国景观村落、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皖南最大的古村
落査济，江淮大地仅存的万
亩原始林区水墨汀溪，世界
最大的扬子鳄生命科学研究
中心、中国十大濒危动物、与
恐龙同时代的“活化石”中国
鳄鱼湖等等。

（本报记者 余健）

今年的中、高考因为疫情推迟到了7月份，为应对中、高考期间的高温天气，给我市广大考生提供一个舒适的考试环境，
我市特地为全市所有的中、高考考场安装了空调，并在保证安全施工的基础上，全力追赶工期，为中、高考保驾护航。截至6
月23日，我市各县市区中、高考考场的空调已经全部安装完毕。

◇叶坦 本报记者 陈华易

走到市第十二中学教学楼的拐角处，一块
“电力施工，减速慢行”的标识牌摆放在路边，
戴着安全帽的施工人员正在商讨施工方案。
为了保障空调安装后能够正常运行，电力部门
已经提前部署，为该校电力进行增容。

“我们6月6日就开始进入学校，对学校的
电力进行增容增电工作。6月18日，就已经完成

了60个教室120台空调室内的管线安装。”安徽
环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王少军说。

据介绍，宣州区共有中、高考考点5个，考

场425个，其中宣城市第十二中学为增容需
求考点，预计铺设电缆400多米，工程建成后
将给学校新增 630千伏安的容量。王少军
告诉记者，按照正常用电量的预估，此次增
加的电容量在用电高峰时，仍可保留20%到
30%的富余量，可以满足安装空调后该学校
的电力需求。

增容增电增容增电 保障空调运行保障空调运行

6月22日中午，在广德市实验中学的教
室里，也传来了机器的阵阵轰鸣声。虽然空
调安装师傅的额头上已经沁出了汗珠，但他
们根本顾不上擦拭，只是继续默默地忙着手
里的活。安装师傅告诉记者，他们6月17日
开始进入学校安装空调，6月22日晚就可以
全部安装好。

据悉，截至6月23日，我市各县市区中、高

考考场的空调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宣州区
安装空调 298 台；广德市安装空调 138 台；
郎溪县安装空调 91 台；旌德县安装空调
56台；绩溪县安装空调 20台；泾县和宁国

市原中、高考考场已有空调，暂不需要安
装空调。目前，部分学校新安装空调已调
试完成。

据了解，根据要求相关空调维修部门，
在中、高考期间将安排专人团队驻扎在各个
考点，确保考试期间空调能够正常运行，保
障广大考生能够在舒适、凉爽的环境中进行
考试。

考试期间专人驻扎各个考点考试期间专人驻扎各个考点

我市未发现问题产品

“目前未发现有媒体曝光的蛋白固体饮料在
我市销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事件发生后，我市市场监管部门迅速组织开展了
对全市重点场所的排查行动，以全市婴幼儿配方乳
粉批发企业、大中型超市、孕婴用品店为重点对象。
主要排查以湖南唯乐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倍氨敏”固体饮料、郴州益信康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生
产的“舒儿呔”氨基酸配方粉为重点品种，同时也对其
他固体饮料的来源、宣传情况进行了检查。

“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1086人次，累计排查
固体饮料146种；排查固体饮料生产企业4家7个
品种；排查食品经营户2349家，其中固体饮料经
营户166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流通环节，市场监管部门以商场超市、批发市
场、母婴店、药房等重点场所进行地毯式检查。重
点检查各食品经营单位主体经营资格是否合法，
是否如实记录进货查验等信息，是否存在“倍氨
敏”、“舒儿呔”等产品冒充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进
行虚假宣传、销售的行为。同时查看特殊食品专区
（专柜）销售提示牌设置、保健食品消费提示信息标
注、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是否混放销售等问题，规范
特殊食品经营行为。是否购进标签、说明书涉及疾
病预防、治疗以及保健功能的普通食品并与特殊食
品混放销售，是否在销售中利用会议、讲座、健康咨
询、专家推介、虚假广告等形式向婴幼儿、儿童、老年
人等特殊人群进行虚假宣传，是否未经许可或在许
可登记的经营场所外，利用网络、会议、电话等营销方
式违法销售。此外，执法人员还对食品经营者、消费
者开展固体饮料和特殊医学配方食品的科普宣传，
以提高公众的辨别能力，引导正确消费。

“目前排查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我市暂未发现
媒体报道的‘倍氨敏’、‘舒儿呔’等固体饮料。”据
介绍，下一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密切监测和关
注市场动向，及时曝光违法案例，严厉打击食品非
法添加、虚假宣传、违规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积
极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公众身体健康。

立案查处首起混放销售

值得一提的是，在排查工作中，我市宁国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立案调查了一起将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
混放销售违法行为，这也是我市首起立案查处该行为。

据悉，5月22日，宁国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在
辖区某超市开展检查时发现该超市婴幼儿食品销
售区同一货架上并列陈列销售有“贝因美童臻益
生菌固体饮料”和“贝因美维D钙软胶囊”等食品，
经执法人员确认，“贝因美童臻益生菌固体饮料”
属于普通食品，“贝因美维D钙软胶囊”属于特殊
食品，存在混放销售的违法现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执法人员现场向该超市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
令该超市于2020年5月27日前改正特殊食品与普
通食品混放销售行为。2020年5月29日，宁国市
西津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再次对该超市开展检查，
在超市婴幼儿食品销售区仍然发现有特殊食品与
普通食品混放销售行为，西津市场监管所于当日对
该超市立案调查，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特殊食品不得与普通食品或者药品混放销
售。这是去年底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
规定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
1日实施的《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二十条也明
确规定“销售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
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的，应当设立专柜或
者专区并在显著位置标示，不得与普通食品或者
药物混放销售。”

市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要注意混放销
售，购买时要看清楚产品标签标识内容，区分固体
饮料、婴幼儿配方乳粉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固体饮料不能为特殊医学状况人群提供营养
支持，如果用固体饮料替代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长期食用，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宣城有“倍氨敏”吗？

我市开展“舒儿呔”“倍氨敏”固体饮料排查

我市派出高铁旅游“大礼包”
商合杭高铁开通一周内
宣城所有A级景区免门票

李仕清和他的“林下经济”
◇本报记者 顾维林 特约记者 王祖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