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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传云：身残志坚 勇闯创业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祝倩南祝倩南

程传云，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而
右腿落下残疾的农民，2007年成立芜湖
传云绿色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现为芜
湖南农园艺研究所有限公司总经理、陶
辛镇集镇企业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
范。

1979年，程传云高中毕业后，随父
母在家务农。但是他渴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取得收获，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看
着自己残疾的右腿，他深知光靠体力是
不行的，他坚信“勤劳能够致富，知识改
变命运”。于是他把生活费和零用钱全
部存起来，年年订阅《江苏农业科技
报》、《农村百事通》等报刊，潜心学习果
蔬种植栽培知识。通过实地考察，程传
云发现当时市场上葡萄少、售价高，他
就把果树种植第一站定在了种植葡萄
上。

程传云是个名副其实的行动派，
1984年，经多方打听，他找到了中科院
修德仁教授，并从修教授处引进巨峰葡
萄品种开始试种。葡萄种植并非一帆
风顺，其中经历许多的困难，程传云至
今还记忆犹新。特别是由于南方葡萄
病虫害严重，他又买不到有效防治的农
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培育的葡萄
遭遇虫害而束手无策……三年后，他无

奈地将葡萄树砍掉，之前所有的努力都
付诸东流。看着砍掉的葡萄树，程传云
心有不甘，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
一蹶不振，而是转身投入到蔬菜种植。
在他的精心培育和呵护下，蔬菜种植获
得成功，特别是引种的日本夏阳包菜和
湖南长辣椒大获丰收，周边的许多农户
看程传云种植蔬菜大丰收，十分羡慕，程
传云就主动教他们种植技术，并为他们
带来了较为不错的利润。

几年的蔬菜种植让他尝到成功的喜
悦，手头也宽裕了许多，但种植葡萄的心
愿一直在他的心头萦绕，挥之不去。
1992年，他在杂志上看到了浙江金华有
大如乒乓球的葡萄品种，就写信求助，并
约朋友带了1万元去金华实地察看，买
了1000株葡萄苗回乡种植，次年就产出

“乒乓球葡萄”700 余斤，1997 年更是达
到了 13000 多斤。1998 年，程传云以每
年 180 元/亩的价格一次性租下邻村 32
亩田地种植葡萄，成为当时全市葡萄规
模种植“第一人”。

创业的这30多年来，他通阅了一百
多套技术书籍，期间一边种植一边就读
于浙大、北大、南京农大，掌握了土壤肥
料学、园艺植物学、植物病理学、生产管
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几门综合性学科，
为水果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8 年，他成功注册了“香子玉露”商
标，并获得了省著名商标称号。2010

年，政府开展村庄整治、土地复垦等项目
建设，他通过招租形式拿到了近千亩
地。园内种有金手指、夏黑、巨玫瑰、阳
光玫瑰、黄玫瑰、红玫瑰等30多个优良
葡萄品种，9个黄、油桃品种。更可喜的
是，在他的葡萄园中发现了三个葡萄的
新品种，并且与南京农业大学、国家果树
研究所合作，现正在向农业部申请国家
级认定，并先后获得四个省级科技成果，
四个实用新型技术专利、两个发明专利，
葡萄新品种和新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

“种出成果给老百姓看、带着老百姓
一起干、领着老百姓共奔小康。”多年来，
程传云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信念。每当他
引进或培育新品种时，总是自己先试种，
成功了再推荐给周边的群众，把风险留
给自己，把实惠分给老百姓。他还免费
上门指导、提供技术培训和资料。一路
走来，程传云走尽曲折路，尝遍酸苦楚，
他是个忠于行动，却不善于表达的人。
尽管发展的道路艰辛坎坷，对于未来，他
仍信心满怀……

图为程传云在检查果实成熟情况。

讲劳模故事 传劳模精神

芜湖公路分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讯 日前，芜湖公路分局党支

部组织在职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赴
繁昌县板子矶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
习，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缅
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
行动接受党性锻炼和红色精神洗礼。

在讲解员的引导和讲解下，分局
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参观了人民解
放军使用过的轻重武器、弹药、通讯
器材、军服、地图等珍贵史料，观看了
渡江战役真实影像资料和电影《渡江
侦察记》，并在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
登陆点重温入党誓词。

此次活动，分局党员及入党积极

分子了解了当年百万雄师过长江
第一船登陆的英勇经过和渡江英
雄们的革命事迹，感受了那一段
炮火中热血与信念并存的红色记
忆。党员们纷纷表示要学习和弘
扬“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勇于拼
搏、敢于争先”的渡江第一船精
神，响应习总书记“新时代要有新
气象，更要有新作为”的号召，以
更坚定的理想信念，更昂扬的精
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凝心聚力
为芜湖公路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
贡献。

（王守泽）

本报讯 今年以来，芜湖县法律援
助案件承办律师积极做好“诉前、诉
中、诉后”服务，广大受援人合法权益
得以全面维护，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

做好“诉前”服务。律师充分
听 取 受 援 人 意 见 ，详 细 制 作 询 问
（会见）笔录，全面收集相关证据材
料，依法归纳受援人合理诉求。对
于涉及给付货币标的案件，积极申
请诉前财产保全，防止相对方恶意
转 移 财 产 ，便 于 案 件 得 以 顺 利 执
行。

做好“诉中”服务。律师按时出
庭履行代理（辩护）职责，依法举证、
质证，充分阐明代理（辩护）意见，及

时提交代理（辩护）词，努力让有
关代理（辩护）观点被合议庭采
纳，积极促成案件达成调解、和
解；县法律援助中心选择有典型
意义的案件开展旁听庭审活动，
强化监督，促进律师尽职尽责。

做好“诉后”服务。对于达成
调解、和解案件，及时督促相对
方 履 行 给 付 义 务 ，做 到 案 结 事
了；对于生效判决（裁定）案件，
主动协调司法机关强制执行，使
受援人合法权益得以早日实现，
做到息诉宁人；对于符合司法救
助 条 件 ，帮 助 联 系 申 请 司 法 救
助，解决受援人实际生活困难。

（张致敦）

县法律援助
做好“三诉”服务提升群众满意度

陶辛镇：党建引领助力乡村振兴

王瑛：孔雀园里飞出“致富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胡文婷胡文婷

孔雀在我国，自古以来都被视为
“美丽”的化身，它华美的羽毛、优雅的
姿态更被赋予了吉祥如意、高贵端庄的
含义。而对于红杨镇的王瑛而言，孔雀
不仅蕴含着美好的象征意义，更是一步
步带领她走向成功的“致富鸟”。在孔
雀欢快的鸣叫中，她的“凤如意家庭农
场”落户于红杨镇周桥村的一块不起眼
的山坡上。在 3 年的不断探索和学习
中，王瑛夫妇敢想敢做、亲力亲为，终于
让孔雀在红杨镇的大地上打开了“致富
屏”。

初秋微凉的气温，让孔雀养殖户王
瑛感到格外神清气爽。10月10日一大

早，王瑛就提着孔雀爱吃的玉米粒，来到
她的养殖场给孔雀们喂食，孔雀们刚一
见到熟悉的身影，便纷纷扑着翅膀一拥
而上，一边昂起脖子催促一般的鸣叫，一
边挤挤挨挨地等待投喂。尽管正处于换
毛期，它们褪去了鲜艳的尾羽，显得灰扑
扑的，但在王瑛眼中，这些可爱的小家伙
们却无比珍贵——褪去的尾羽收集起
来，正是制作羽毛饰品的好材料，而等到
春节附近，这些吉祥的鸟儿又将给农场
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

王瑛是红杨镇本地人，她的凤如意
家庭农场创办于2015年。在那之前，她
和丈夫两人一直在外地务工，常年的漂
泊生涯让两人一直难以产生归属感，王
瑛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也与日俱增。近年
来恰逢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断推进，家乡

经济蓬勃发展，两人在商量过后，终于下
定决心辞去了工作，回到家乡创业。红
杨镇山清水秀、环境宜人，自然资源得天
独厚。创业之初，王瑛和丈夫就看到了
红杨镇的生态优势，并将创业类型定位
于生态农业。他们考察过鸡鸭养殖、家
猪养殖、渔业养殖等众多项目，通过前期
大量的市场调查和行业综合分析对比，
最终将目光投向了特种养殖——蓝孔
雀。确定目标后，王瑛先后到广东、福
建、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学习参观，在掌
握基本的养殖技术后，引进了种苗 300
只。在日常照顾孔雀的过程中，王瑛十
分注重孔雀的健康，遵循生态养殖的理
念，喂食它们玉米、杂草、蔬菜等五谷杂
粮，通过精心的饲养，孔雀长势喜人，品
质优良，得到了客户的一致认可。2016
年春节前后，商品孔雀刚一上市就被抢
购一空，2016年，农场孔雀存栏增至800
余只，年销售额40余万元；2017年，农场
新增流转山林地近80余亩，养殖面积增
至 2200 平米，年出栏孔雀苗、商品孔雀
约2500余只，养殖销售额70多万元。

尽管孔雀本身销售状况良好，但王
瑛并没有安于现状，反而开始积极谋划
转型，深度挖掘孔雀独有的观赏价值及
使用价值。通过不断的摸索创新，他们
成功开发出了孔雀羽毛工艺品。在经过
精心的设计、制作后，新的产品很快开始
进入市场销售，并得到了消费者的喜
爱。为了提升和保护自己的品牌，王瑛
还申请了孔雀工艺饰品“凤如意”商标。
目前已开发销售的羽毛饰品有孔雀羽毛

婚纱、孔雀羽毛扇、孔雀羽毛耳环、发饰、
胸针等等，广泛运用于服饰、办公场所、
酒店农庄、家居装饰等，为消费者的生活
增添了一抹亮色。

随着芜湖县旅游发展的不断推进，
红杨镇也在积极推介全域旅游。在这一
黄金时期，王瑛夫妻俩又看到了新机遇
——除了积极将生态家庭农场打造为集
观光、采摘、垂钓为一体，近距离了解孔
雀文化的生态园区之外，从 2017 年，王
瑛还开始尝试将孔雀散养并进行驯化，
她在农场附近的树林里宠物式的散养了
60 只孔雀，并尝试和孔雀进行一些互
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60只孔雀不
仅没有逃走，反而变得亲近人起来。这
也意味着她未来要和各个动物园、旅游
景区合作的设想逐渐变成了现实。目
前，农场将准备驯化一批约300只孔雀，
输送到珩琅山玫瑰谷，在那里，游客们可
以欣赏到美丽的孔雀，还可以和孔雀亲
密互动、喂食、合影，动手能力强的游客
还能现场进行孔雀饰品DIY制作，为自
己亲手做出一份独特的旅游纪念品。

诗人用“时空无花情花开，羽绒豪放
云天娇。芳情雀艳若翠仙，飞凤玉凰下
凡来”来歌咏孔雀开屏时的美好场景。
王瑛说，目前孔雀多养在栏里,看上去满
眼都是,反而不惊艳了。她觉得将孔雀
散养在自然的环境中,也许就能重新让
人体会到开屏时最自然的美好。相信在
不久的未来，美丽自由的“致富鸟”会带
领王瑛振翅高飞，闯出一片更广阔的天
地。图为王瑛在做孔雀羽毛手工饰品。

“五老”网吧义务监督员国庆不放假
本报讯 国庆长假期间，湾沚镇

“五老”网吧义务监督员坚守在网吧
义务监督的岗位上，为净化文化市场
环境，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奉献着
他们的炽热爱心。

“我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我的身
体还很好，精神也不错。过去在三尺
讲台，教育培养孩子好好学习文化；
退休了，义务监督网吧，是关心爱护
孩子健康成长。岗位不一样，工作内
容、性质不一样，但目的都一样，都是
为了孩子们好。”在城区一家网吧
里,“五老”网吧义务监督员车勤佩
说道。退休教师车勤佩今年 70 多
岁，精神饱满，嗓音洪亮。从他的话
里，让人明显的感觉到，他不仅热爱
这项工作，还很投入。

“虽然讲是义务监督，没有报酬，
可我始终把它当作一项工作和任务
来对待、来完成。我一人监督两所网
吧，从家里出发往返近六七里路，尽
管这样，我也没偷过懒，无论是夏天
冬天、还是刮风下雨落雪，只要两天

不去网吧转悠我就不放心、不踏
实。”这是比共和国小一岁的老任
发自内心的感人话语。老任在网
吧义务监督岗位上曾多次受到市
县关工委、县文明办表彰。他监督
的两所网吧，都在远离城区的新芜
经济开发区，两所网吧又间距千米
以上，因附近没有居民小区，派不
出人员担任义务监督员，只能由老
任一人担负此任。

其实，像车勤佩、老任等这样的
“五老”（老教师、老干部、老模范、老
科技工作者、老退服军人）被镇关工
委聘请为网吧义务监督员还有 20
多名。他们平时不仅在中午前后或
傍晚时分，这些网民上网的高峰期，
到各自担任监督的经营性网吧里开
展义务监督，在节假日更是牺牲休
息时间，蹲守网吧以便发现劝阻未
成年人进入，杜绝他们上网，忠实的
当好“严禁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守
门员。 （希旺）

芜湖县肖垾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号：340221NA000062X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胡选富、潘继富、胡三子为清算组成员，胡选富为清算组负责人，请
债权人于2018年10月12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公司地址：芜湖县湾沚镇肖垾村庙村
联 系 人：胡选富
联系电话：13956201418

芜湖县肖垾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8年10月12日

因芜湖县环城路污水改造工程建设需要，将对城区部分路段封闭施
工，现将有关施工事宜通告如下：

一、封闭时间：共 97 天，具体日期为 2018 年 10 月 16 日至 2019 年 1 月
10 日。

二、封道方案：
封道路段：环城路（芜湖路与环城西路交叉口至车站路与环城西路

交叉口）封闭两条行车道，留两条行车通道通车。

芜湖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芜湖县城市管理局
2018 年 10 月 11 日

注销公告

根据安徽特凯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芜湖中宇散热器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作出的股东决定，
安徽特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吸
收合并芜湖中宇散热器有限公司，安
徽特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存续，芜
湖中宇散热器有限公司解散。合并
前安徽特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
注册资本 1800 万元；芜湖中宇散热
器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880万元；合
并后存续的安徽特凯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680万元。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
并后存续的安徽特凯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承继，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
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合
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
告。

联系电话：0553-8727931
联 系 人：聂小平
地 址：安徽新芜经济开发

区经东路1号

安徽特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芜湖中宇散热器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5日

吸收合并公告
本报讯 今年以来，陶辛镇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
用，找准乡村振兴和党建引擎的结合
点，从队伍建设、阵地建设、产业发展
等方面着手，打造万亩荷花小镇，助力
乡村振兴。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升服务能
力素质。优化干部队伍结构。陶辛镇
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注重加大对党员干部
发掘、培养力度,选准配优带头人，村
两委换届结束之后，村干部学历层次
显著提高，年龄结构更加优化，为民办
事能力有所提高。注重干部素质提
升。2018年实施双强工程以来，陶辛
镇加强跨区域交流，3月在苏州市吴江
区委党校举办镇村干部“强基固本、强
村富民”专题培训班，在集体经济发
展、特色小镇建设等方面获得优秀经
验；6月初进行“向东看、往东比”考察
学习，组织村两委主要负责人实地考
察学习，提升村级发展能力水平；9月
初7名镇村干部参加芜湖县乡村振兴
暨村和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进一

步提高了村党组织书记履行职责能力。
打造阵地建设，提升为民服务载体

功效。打造阵地红色驿站，发挥党建宣
传堡垒作用。为适应新时代要求，陶辛
镇基层党组织结合党群服务中心功能，
发挥陶辛水韵景区优势，多方融合资源，
打造党建文化红色驿站，丰富基层党组
织建设有形载体、拓宽党建文化宣传渠
道，实现旅游和党建双赢局面。提档升
级，完善阵地服务功效。针对基础设施
不够完善、服务功效发挥不突出的党群
服务中心进行提档升级，发挥载体功效，
进一步增强为民办事能力。

注重产业融合发展，引领乡村富
民。抓好基层党建就是抓住了强村富
民的根本，陶辛镇把党建富民理念根植
于乡村建设之中，通过远程教育开展农
村党员提升培训，广大党员干部的思
路、眼界、能力显著提升，实行立体种
养，藕鱼结合，发展荷产业链，提高荷
花种植附加值。农旅结合，以旅促农，
促进乡村振兴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汪晨）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大型义诊宣传活动举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大型义诊宣传活动举办
本报讯（记者 祝倩南）10 月 11

日，由县卫计委、县疾控中心、县医
院、县中医院和湾沚镇卫生院共同主
办的全国高血压日、世界精神卫生
日、健康中国行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大型义诊宣传活动在悦达广场
成功举办。

活动当天，通过专家义诊、悬挂
主题横幅、摆放相关知识宣传板、发
放宣传资料、面对面现场咨询讲解和
免费测量血压等方式，帮助广大居民
了解高血压防治相关知识，并对高血
压患者提出合理饮食、适当锻炼、保

持心理平衡等建议。
据了解，每年的10月8日是全国

高血压日、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
生日，这两种疾病均被纳入我国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此次，我县将高
血压日宣传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健康中国行等工作紧密结合，多
渠道宣传，广泛开展讲座、咨询、义诊
等活动，提高了广大市民对相关疾病
的认知水平和防治意识，对预防高血
压病及减少高血压并发症、维护市民
身心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