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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全丰航
空从成立之初就把农用无人机在农业
生产上的实际效果作为第一目标。公
司飞防大队先后在海南、广东、广西、江
苏、湖北、山东、新疆等地的水稻、小麦、
玉米、果树、蔬菜等多种作物上作业面
积数百万亩。

2015年 4月 16日，汪洋副总理在
河北石家庄栾城区视察时，第四次察看
全丰航空无人机作业表演，并询问无人
机在当地的销售情况，成本回收和无人
机在推广过程遇到的问题。

目前全丰已向专业植保服务组织
输送 500 余架植保无人机，为行业培

养近 2000名植保无人机操作手，在全
国 10 多个省市开展农林飞防作业。
除此之外，全丰还率先研制出适用于
小麦、玉米、花生、棉花等农作物的 30
多种飞防专用药剂和助剂，其药效国
内一流。

今年 3月 20日，汪洋副总理出席
在江苏泰州举行的全国春季农业生产
暨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会议，看到参展的
全丰航空并亲切地与王志国交谈，“咱
们是第五次见面了”，“你们发展的挺快
啊，在全国占有率很高啊”。王志国向
汪洋副总理汇报了全丰航空在过去所
做的工作以及下一步公司发展的新思

路，汪洋副总理听后点头认可。
正因为全丰航空坚持不懈的努力，

才使得全丰的发展日新月异，从一个
“门外汉”成为行业的NO.1，在航空植
保科技创新联盟中担当盟主，与更多志
同道合的优秀企业、专业科研院所共同
为行业的发展提供尖端的技术。目前
全丰航空正在研发更智能、更高效的第
五代植保无人机，同时也在全国各地加
快布局服务网点，完善产业链。

“产品能得到汪洋副总理 5 次视
察，我们倍感幸运。全丰航空会牢记服
务中国现代农业的使命，乘风破浪、阔
步前行。”王志国信心满怀。

□安阳观察记者 陈栋梁

7月 4日，我省召开全省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动员会，吹响了向大
气污染宣战的号角。在建筑扬尘治
理上，安阳硬起手腕，仅今年上半年
就对扬尘治理不力的 21个项目施
工方分别给予 10 万元顶格处罚。
可以说，安阳对建筑扬尘“亮剑”，力
度前所未有。

安阳铁腕治理建筑扬尘，目前
效果怎么样？7月 11日，记者进行
了探访。

工地面貌大变样
干净整洁又有序

记者来到安阳市北关区香山甲
第施工现场，一条硬化的水泥路直
通施工区，路面不仅平坦而且干净
湿润，施工区也未见裸露的土方和
建筑垃圾。每栋楼盘的建筑外围和
塔吊上均安装了自动化喷淋设施，
作业降尘。此外，每当有施工车辆
进出工地，均被冲洗干净，确保不带
泥土上路。

在龙安区万和城二期工地现
场，除在建的5栋楼盘外，其余未开
工的空地均已绿化。进出工地的道
路全部硬化，抑尘雾炮车正在作业，
走在工地上，感觉不到丝毫尘土飞
扬。施工区、生活区、办公区井然有
序，与人们印象中的施工工地大不
一样。

记者调查发现市区不少建筑工
地也实现了“美丽变身”，工地变得
干净整洁有序。

为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香山
甲第、万和城二期等项目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治理扬尘不达标就要
受到停工、罚款、限制招投标等严厉
处罚，这倒逼施工企业不得不遵守
环保政策，改善工地脏乱差的面
貌。”

安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说，
施工的工地都安装有远程监控摄像
头，部分工地还安装了扬尘监测设
备，一旦工地违规施工，即派人上门
督察。

环保意识大转变
由被动变主动

“如未按照承诺施工或因大气
污染问题，被下达整改通知单、被群
众举报，我项目部自愿接受停工整
改、10万元罚款。”这是每个建筑工
地张贴在施工现场的扬尘治理承诺
书。

施工方为何敢如此承诺？安阳
建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民
说，安阳市在治理建筑工地扬尘上
采取上门宣传、巡查督导、星级工地
评比等措施，增加施工企业对环保
的重视程度，同时也硬起了手腕治
理扬尘。施工企业若因扬尘治理不
力，被责令停工、罚款则得不偿失，
不如主动做好防范。

万和城二期施工方相关负责人
说，与其治理不力被罚款，还不如主
动拿这笔钱购买设备，来治理扬尘、
改善环境，公司也能长期受益。

“我们采取网格化管理模式来
防治建筑扬尘，下一步的治理力度
将更大、效果将更明显。”安阳市住
建局副局长杨庆兵说，市住建部门、
各县（市）区政府、乡镇（街道）、社区
将在齐抓共管中形成合力，全方位、
高标准地做好扬尘污染治理。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陈栋梁 通
讯员 宋艳丽）7月 9日是周末，在汤阴
县菜园镇集市上，人来人往的群众熙熙
攘攘，附近十里八村的村民都来这里选
购商品。

“这是我刚买的一袋腐竹，听说有
的腐竹里面添加了吊白块，能不能帮我
检测一下？”看到集市上有工作人员正
拿着快检设备对各种食品进行安全检
测时，赶集的村民赵春生拿着一袋刚买
的腐竹赶了过来。

随后，工作人员取出一块腐竹样
品放进试管，并滴入试剂，数分钟后，
工作人员拿着试管向赵春生讲解：“管

内的颜色呈紫色就说明含吊白块，颜
色越深说明吊白块含量越多。从快检
结果来看，您买的腐竹不含吊白块。”
赵春生听后高兴地说：“那就中，可以
放心吃啦！”

这是汤阴县菜园镇食品药品监管
所工作人员正在集市上开展的食品快
检活动。工作人员利用食品安全快速
检测设备，免费为赶集的群众检测果
蔬、米面油等常见食品是否含有农药残
留、防腐剂、亚硝酸盐等有毒有害物
质。只需经过简单的几个步骤，短短几
分钟检测结果就会出来。

目前，汤阴县在所辖每个乡镇都设

立了食品药品监管所，在全县298个行
政村及城镇社区聘任了 328名食品安
全信息员，通过轮训，使其熟悉食品安
全知识，做监督的“行家里手”。

在此基础上，汤阴县为每个乡镇配
备了食品快检设备、快检试剂及执法记
录仪等执法装备，让基层监管有队伍、懂
业务、有装备、会办案。

“在食品安全保障工作上，我们坚
持城乡统筹发展，齐头并进，让50万城
乡居民共享食品安全保障成果。决不
让农村成为假冒伪劣食品下水道、卸货
场，这是我们对全县百姓的庄严承诺。”
汤阴县委副书记、县长宋庆林如是说。

□安阳观察记者 王淏

“……各乡镇有好的建议都可以提
出来，我的要求是：安阳县组织工作任
何时候不能落后，不能输给其他县区，
要有这个精神！”

“好！”
“好的！”
“一定会尽力的！”
……
以上信息摘自安阳县委组织部部

长李红院的微信群。
7月 8日一大早，李红院走进办公

室，在桌前坐下后，掏出手机，打开“驻村
第一支部书记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早上 7时 54分，群里已经陆陆续
续有消息、照片传来。李红院一边刷着
屏幕上的信息一边告诉记者：“建这个
群，主要就是为了检查下派到各村的干

部的出勤情况，以督促他们工作。我们
规定，每天早上，下派干部都要在群里
拍照签到。这样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监
督，同时，也免去了督导组到各村检查
出勤情况的麻烦。非常便捷。”

这个群从今年年初建立，至今，已
经5个多月了。像这样的群，李红院一
共有 3个，分别是“驻村第一支部书记
群”、“县组织部工作群”和“基层党建工
作群”。

上午10时 30分，李红院想起来有
个任务要部署。他拿起桌上的电话，刚
准备拨号，又放下来，随即拿起一旁的
手机，开始编辑群消息。不到两分钟，
一条信息就发布到了“基层党建工作
群”里。各小组的负责人员纷纷在第一
时间接收并反馈：“收到！”“现在互联网
时代了，就是方便！你看，有啥事儿只
需要在群里一说，这跟以前动辄电话一

一通知、召集全员开大会相比，省时又
省力。利用微信群来开展工作，我们看
中的就是它传播速度快、灵活性强、效
率高。”李红院笑着说。

下午4时，“县组织部工作群”里热
闹了起来。视频、照片、链接，各种消息
一条接一条地刷着屏。曹金凤是群里
的活跃分子，据她介绍，这些照片、视
频，是各小组在“晒”工作业绩呢。

“小半年过去了，我最大的感触就
是，通过这个微信群，领导与下属、干部
与百姓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感觉特别
好！”李红院满意地说，“下一步啊，我还
要再建一个‘示范村村支部书记群’，把
这种工作方式延续下去。”

晚上 10 时 28 分，手机提示音响
起，“县基层党建群”传来李红院的消
息：“只要大家努力，就没有干不好的
事，相信大家的能力和水平！”

安阳铁腕治理建筑扬尘，效果咋样？ 组织部长的三个“群”

汤阴：用“快检”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安阳观察记者 陈栋梁

2012年 11月，在古都安阳，一个名叫全丰

航空的公司成立。成立之初，公司董事长王志

国就怀揣着这样的梦想：让农民不再背着喷雾

器给农作物打药，尽早实现农田施药机械化。

从购买航模尝试作业到联合高校、科研单

位研发植保无人机，从第一代产品到第四代产

品，从布局全丰5S店到专业植保服务平台的成

立，短短3年半时间，全丰航空的无人机已遍布

全国10多个省市，年飞防作业面积上百万亩。

全丰航空的迅猛发展赢得了众人的关注和

赞许，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先后5次视察其无人

机外场作业，给予高度评价。

全丰航空凭啥能屡屡吸引汪洋副总理的目

光？7月初，记者走进全丰航空一探究竟。

施工企业洒水治理扬尘。 陈栋梁 摄

2013年 5月17日，全丰航空接到通知，汪洋副
总理来我省视察夏粮生产工作，希望公司向总理展
示农用无人机的风采。“我们的产品也能得到总理
的关注？真是太幸运了！”得知这一消息的全丰董
事长王志国兴奋不已。

5月 18日，在原阳县高标准良田示范工程现
场，全丰航空公司的 6架无人植保机一字排开，操
作手正进行作业前的准备。盼望中，汪洋副总理的
车队缓缓而来。下车后，汪洋副总理来到“蓝鲨
120”无人植保机面前，饶有兴趣地与全丰董事长王
志国攀谈起来：这个飞机载重多少？续航时间有多
长？喷洒速度有多快啊？“最大载重40公斤，续航
时间达 3小时，每秒可喷洒 6米。”王志国一一作
答。随后，汪洋副总理仔细地观看了这款无人机的
作业表演，并给予了肯定。在了解到全丰航空的发
展现状时，汪洋副总理讲到，中国未来的农业，需要
有这样的企业，希望全丰航空研制出更加适合我国
农业作业的无人机。

“蓝鲨120”到底有多牛，为何能得到汪洋副总
理的肯定？全丰航空成立之初，公司领导层就多次
拜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直升机研究所这一国内顶
尖的科研机构，共同研发植保无人直升机。半年
后，机身长3.2米、可载重40公斤的“蓝鲨120”终于
研制成功，并通过了科技部和国家植保机械质量检
验中心鉴定，而当时日本雅马哈公司生产的亚洲最
大的植保无人机，最大载重才不过30公斤，有效载
荷才18公斤。

就在那时，全丰航空的领导层达成共识：今后
一定要在技术上先人一步，永远把技术创新放在第
一位，确保公司无人机在行业内独领风骚。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下半年，全丰航空成
功研制出 3WQF80-10成品机，这款无人机 10分
钟能作业20亩，一天可作业300亩-500亩，而且抗
高温、抗农药腐蚀、成本低，在国内数一流。

3WQF80-10 无人机的成功研制
及在各个地区和多种作物上的推广应
用，极大地提高了农药喷洒的作业效
率，降低了作业成本，增强了作业安全
性，使农业喷洒更方便更快捷。正因如
此，全丰航空的无人机大开销路。

但销量剧增的同时，问题也接踵而
来。“飞机卖出去了，但缺乏专业人才去
操作维护怎么办？”这是王志国再次面临
的问题。为此全丰率先创办了无人机
技术培训学校，目前已成为国内最专业、
最大规模的农用航空人才培训基地，承
担了我省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任务。

“先进的农业装配怎样能更广泛地
应用到农业生产中？”王志国又一次陷
入了深思。公司通过大量实地作业，掌
握和分析无人机在农业生产应用领域
飞行的各种作业数据，为我国农用无人

机行业标准的制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为农用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

全丰的快速发展再次吸引了汪洋
副总理的目光。2014年 1月 18日，汪
洋副总理在我省遂平县调研农业农村
工作时，亲切询问全丰航空的发展情
况。“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合作，研
制出了更加实用的植保无人机。”王志国
向汪洋副总理汇报说。汪洋副总理听
后满意地说，全丰航空在较短时间内取
得了较大的成绩，希望公司能加快速度，
继续研制出适合老百姓使用的机型，探
索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市场运行模式。

面对汪洋副总理的肯定，全丰航空
并没有丝毫的骄傲，王志国依旧带领全
丰人一如既往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战
在前进的路上。2014年在国内成立4
家子公司，5家 5S店，可以说先进的产

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让全丰无人机的
销量迅速增长，订单频频爆满。短短两
年，全丰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逐步成
为国内最大的农用无人机生产基地。

2015年 3月 20日，汪洋副总理到
我省临颍县视察时第三次观看全丰航
空作业。他称赞说，全丰农用植保机给
农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希望全丰继续
加大研发力度，生产出农民用得起的、
会用的、皮实的农用智能植保机。

总理的高度评价和赞赏，让全丰人的干
劲更足了。不久后，第四代3WQF120-12
智能悬浮植保机研制成功，它最大载重18
公斤，一天能作业700多亩，而且更智能、
操作更便捷，农民也能轻松使用。不仅如
此，它从5米高空自由落体摔在地上毫发
无损，可重起再次作业。专家们说，它在国
内航空植保行业绝对是NO.1。

从最初的梦想
到农田上的勇敢飞翔

全力研发国内一流
植保无人机

三年做成国内最大的农用无人机生产基地

誓做国内最大的农用航空集成服务商

全丰航空

安阳全丰航空董事长王志国在国家航空植保
科技创新联盟成立仪式上发言。 付艳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