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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县招商部门数据显

示，1-10月份，长丰县招商

引资新引进项目个数持续

增加。

1-10月份，全县招商

引资新引进项目 65个，比

去年同期增加 30个，同比

增长85.7%；其中超亿元项

目达 64个，比去年同期增

加 32 个 ，同 比 增 长

100%。

（李小龙）

我县1-10月招商引资新引进项目个数持续增加

“快看，快看，草莓上

市了！”11月 8日记者在

县城步行街看到，长丰草

莓开始零星上市，“莓粉”

们又有口福了。不过价

格也很惊人，每斤价格在

40-50 元，超过牛肉价，

吃货们可要备足了钞票

哦!
在县城长合路步行

街，种植户田燕在街头摆

放了一篮草莓。很多市

民前来咨询价格。“现在

量少，今天摘了十几斤。”

田燕说，她从今天开始销

售首批草莓。

我县作为全国设施

草莓种植第一大县、国家

级草莓标准化生产示范

区，从 2010 年起开始申

报参加中国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目

前，“长丰草莓”种植面积

已突破 21 万亩，总产量

超过35万吨，种植户8万

多户，从业人员近 18 万

人 ，品 牌 价 值 已 达 到

31.53 亿元，名列全国优

质农产品十大知名品牌，

是优良品质的保证、国内

产业发展的标杆。值得

一提的是，2017年2月成

功举办第八次中国草莓

大会后，长丰县被评为

“2016年中国草莓之都”

称号，长丰草莓的品牌形

象进一步提升。（杜刚）

长丰草莓上市啦

11月9日上午，县委

副书记、县长黄韦华深入义

井乡开展大调研工作，实

地了解城乡环卫一体化、

美丽乡村、产业发展、脱

贫攻坚等工作开展情况，

并走访贫困户，县政府

办、义井乡负责人参加调

研。

黄韦华先后查看了义

井社区环保合作社、杜岗

村扶贫驿站承包经营试

点工作、向东村扶贫产业

园、车王村稻虾共养示范

基地和涂拐社区美丽乡

村建设示范点。

每到一处，黄韦华都认

真听取当地有关负责人

情况介绍，不时给予点

评。黄韦华指出，要不断

创新环境整治方式方法，

因地制宜，切合实际，从

细节入手，创建干净整治

有序的乡村环境，让群众

尽享改革发展成果。扶

贫驿站要发挥脱贫致富

引领作用，整合人才资

源、销售渠道、精选特色

产品，统一注册品牌，创

新 销 售 方 式 和 管 理 模

式，让乡村农特产品走

向城市，让当地群众增

产又增收。扶贫产业园

要发挥产业引领，鼓励

想发展、有能力的群众

进园区创业或务工。稻

虾共养是当前我县重要

特色产业，简单易操作，

群众积极性高，各地要

做好服务和技术指导，

保 障 农 户 稳 步 健 康 发

展，打造长丰农业特色

名片。美丽乡村建设靠

大家，各地要积极发挥

政府引领，群众带头参

与，政府建好基础设施，

教育引导共建共管共护

的良好氛围，携手共建美

丽家园。

在走访贫困户黄德

银、金家保、杨德喜等户

时，黄韦华详细了解了他们

的家庭生产生活、健康和

产业发展状况。希望他

们积极发展产业，实现产

业脱贫，不能有等靠要思

想，要从思想摒弃顽疾、

从行动上真干起来，发

挥自身特长，实现增收

致富脱贫。大家纷纷表

示，感谢政府的帮助和

关心，一定会积极行动起

来，不等不靠，自力更生，

不作脱贫路上一个掉队

人。

（杜刚）

要积极营造共建共管共护的良好氛围
黄韦华调研义井乡美丽乡村工作时强调

11 月 8 日上午，长丰

县人民政府与安徽农业大

学经济技术学院合作签约

仪式在县委党校会议室举

行。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

术学院（涉外经济职业学

院）理事长王叙平、院长程

思，县委书记许华，县委副

书记、县长黄韦华，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王克贵，县政协

主席顾义勇，县委常委、纪

委书记、监委主任夏远生

出席并见证签约，副县长

石磊主持签约仪式。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

术学院副院长吴国兵介绍

了新校区规划建设情况，

县直有关单位及水湖镇主

要负责人参加。

石磊、吴国兵分别代

表双方共同签署项目建设

框架协议。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

术学院是经安徽省人民政

府批准，教育部审批，由安

徽农业大学与社会优质办

学资源合作举办的全日制

本科普通高等院校（独立

学院），是安徽省人民政府

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学士学

位授权单位。

据悉，新校区项目拟

选址水湖镇城南新区，规

划用地总面积约 1000亩，

总投资约 10亿元，项目规

划建设 37万平方米建筑，

分三期实施，计划 5 年完

成 建 设 并 实 现 全 面 运

营。 （何声强）

总投资约10亿元 计划5年完成建设并运营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新校区落户县城

11月 7日下午，县委

副书记、县长黄韦华深入造

甲乡、杜集镇调研脱贫攻

坚工作，并进村入户走访

贫困户。县政府办、扶贫

办、造甲乡、杜集镇负责人

参加调研。

黄韦华先后调研了造甲

乡双丰社区、缪岗村，详细

了解各村近期工作情况、

扶贫工作思路，并强调要

要下足绣花功夫，“一户一

策”做好贫困户帮扶和扶

贫成果巩固工作。

黄韦华在走访贫困户王

守银、董有香户时，与贫困

户面对面交谈、心贴心交

流，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

情况、健康状况、经济来源

等情况，仔细询问生活生

产状况和困难，并鼓励他

们要克服眼前的困难，坚

持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和

扶贫政策，自力更生，早日

致富。随后，黄韦华自带食

材来到杜集镇陈岗村看望

结对帮扶贫困户单永辉，

与他围坐一桌同吃“连心

饭”，边吃边聊，话家常、聊

扶贫，共叙帮扶情、共商致

富梦。

座谈会上，黄韦华听取

了造甲乡主要负责人关于

美丽乡村建设、大项目建

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

情况的汇报，并对造甲乡

脱贫攻坚工作给予了充分

肯定。他要求，要结合当

地实际，抢抓发展机遇，因

地制宜，发展产业，打造生

态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

要做好村庄整治和土地整

理工作，总结过去经验，盘

活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要加强“稻虾”品

牌建设，通过举办优质稻

米品尝会等方式，评选出

优质稻米品种，借此逐步

打造和培育一批具有长丰

特色的“稻虾米”绿色或有

机品牌；要加强敬老院建

设，将废弃学校改建成敬

老院，边缘户、贫困户等实

现政府兜底纳入敬老院体

系，使有养老需求的群众

“老有所养”。

（崔娜娜）

与帮扶户同吃“连心饭”

黄韦华走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