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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3月23日，贵池区清溪街道联合团区委、平天湖执法分局对南湖社区南湖苑安置点开展环
境集中整治活动。活动现场，文明创建宣传志愿者积极劝导，上户宣传，努力将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内容和意义渗透到每个居民心中。

本次整治活动主要围绕拆除违章搭建、清理毁绿种菜、劝阻车辆乱停乱放、衣物乱拉乱晒
等方面进行集中整治。图为志愿者们在清理花坛里种植的蔬菜。

通讯员 杨莹 摄

□ 记者 汪玉芳

过去一提到矿业，很多人的第一印
象是“脏乱差”“尘土扬”“污水流”，然而，
当记者3月15日来到石台县小河镇金鑫
集团采访时，虽然身处矿区，但看不见碍
眼的粉尘、嗅不到恼人的异味，取而代之
的是满眼“绿色”。

“绿色，是一种办矿理念。我们努力
使矿山生态融入周边的生态环境，打造
绿色矿山和绿色企业。”石台金鑫集团总
裁甘武明表示，集团现有金兴钙业、金旺
矿业、牯牛水泥三家规上全资子公司，作
为率先获得“池州市级绿色矿山”称号和
全市创建“绿色工厂”示范企业，这些年，
金鑫集团以更加严苛的姿态要求自己，
以绿色矿山建设的标准作为非金属矿山
改造升级的基本要求，注重研究非金属
矿的性能和加工工艺，拓展非金属矿深
加工及应用领域，促使非金属开发及深
加工进行环保整治和技术升级，统筹推
进非金属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协调发
展。

“你看那边，所有工序都在密闭走廊
内完成，这种生产和管理方式彻底杜绝
了粉尘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甘武明
道出了该矿区生产环境改观的原因之
一。他告诉记者，粉尘一直是矿山治理的
老大难问题，这些年，公司结合矿山发展
要求，创建绿色矿山，并以绿色矿山创建
为抓手，对矿山生产过程中粉尘实施综
合治理，不仅对采场采矿作业更换干式
集尘凿岩设备，对破碎筛分系统、矿石堆
场采取全封闭措施，而且还采取安装除
尘器、喷淋洒水设备、堆场安装 360度旋
转喷枪，进行综合防尘。

在一处已开采的老采坑，多台小型
挖掘机正在马不停蹄地作业，现场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这里正在进行复绿工程，
公司对过去开采的老采坑采取削坡治理
和复绿措施。同时，金鑫集团将绿色理念
融入日常细节，记者注意到所有进出厂
区的大货车，都要经过车辆冲洗站，自动
配水系统把每辆车都洗得干干净净。而
冲洗站的水是循环利用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矿区的所有排水系统都设置了

三级沉沙池，废水经处理后，还能被再次
利用。

除了持之以恒抓好环境治理，金鑫
集团还通过实施技改不断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绿色发展。“我们建成了国内领先
的回转窑余热回收发电工程。”在石灰窑
生产设备旁边，记者看到一条全新的余
热回收系统，甘武明告诉记者，金兴钙业
公司年产20万吨的石灰窑生产过程中会
产生大量的低温余热，公司与第三方机
构合作，总投资约 3000万元建设了余热
发电工程。去年年底工程已完工，预计年
净发电量344万度。“这样一来，我们不仅
可以年节约标煤1032t，还同时实现了二
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气体的
有效减排。”甘武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在“中国原生态最美山乡”石台县，
如何在发展工业与保护生态资源环境之
间找到契合点，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这
是摆在当地的一道课题。石台金鑫集团
的转型发展无疑给出了很好的答案。近
些年，石台县坚持生态化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的原则，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

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
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促进工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今
年1月至2月份，石台县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71.2%，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1329万元，预计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30%。”据石台县科技经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2021年围绕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9%以上、技改投资增长11%以
上、净增规上工业 1家的目标任务，该县
将加大支持企业力度，提升企业服务水
平，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加速建设，持续实
施工业企业技改提升，推进产业优化升
级，继续推进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
西部非金属矿产业规划，启动精深加工
产业集聚区建设，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
益为中心，不断推动生态工业发展。

石台：生态工业以“绿”生“金”

□ 记者 倪晓春

开灯、起床、洗漱……3月 28日清
早 6时许，范育花走进厨房，烧好水，按
下电饭煲的键钮，拿起门后的竹篮朝屋
外走去，像往常一样又开始了忙碌的一
天。

今年 53岁的范育花是贵池区棠溪
镇东山村炼剑组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
上世纪80年代末，她与年轻能干的潘立
新喜结连理后，一直和公婆生活在一
起。婚后夫妻俩相亲相爱，铆足干劲，男
主外女主内，一双儿女的先后降生，为
这个家更是增添了不少欢乐，日子过得
和美、幸福。

然而幸福的背后总是伴着猝不及
防的乌云。2010年的一天，潘立新突然
昏倒在地，经过医生抢救，命是保住了，
可是却瘫痪了。面对这样的诊治结果，
范育花的脑袋像被雷劈了一样，顿时眼
泪模糊了双眼。年迈的公婆看着往日健
康能干的儿子瘫痪在床，受到强烈刺
激，先后精神也都出了问题。看着躺在
床上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的痛苦的丈夫，
想着家里精神出了问题的年迈的公婆，
范育花感觉今后的日子没法过了，可是
转念一想，如果自己被击垮，那么这个
家也就倒了，于是，她抹去眼泪咬着牙
告诉自己，要挺住，不能倒下，一定要撑
起这个家。

从此，范育花主动扛起了这个家。
婆婆每天跑得见不着人影，范育花便跑
遍整个村庄找寻婆婆，找到后，帮她换
洗衣服，梳理头发。当婆婆发脾气的时

候，范育花就冲着婆婆微微一笑。公公
每天起床后，哪儿也不去，就坐在儿子
的房间里，看着儿子，嘴里不停地嘟囔
着。范育花照顾好丈夫，伺候完婆婆，接
着再找时间陪公公说说话……这一伺
候就是11年，范育花与两位老人朝夕相
处，从未红过一次脸，更没有让老人受
过一回气。潘立新心里烦躁的时候，有
时控制不住也会打骂范育花，然而她从
不生气，只是默默地给潘立新擦洗身
子，换洗被褥，没有一句怨言。现如今，
潘立新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如果没
有育花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和我父母恐
怕早就没了。”当说出这句话时，潘立新
饱含泪水。

“范大妈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女强
人’，特别能干，她一个人不仅种了三四
亩地，养了猪、鸡等，一有空还到山头上
砍柴禾呢，每天把生活安排得有条有理

的。除了对家人好，邻里乡亲之间有啥
需要帮忙的，她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
大家。”村民王小丽敬佩地说。“她的淳
朴、善良、宽宏大度、孝顺在方圆几十里
有口皆碑，是大伙学习的榜样。

“现在国家政策好，越来越实在，村
里给我安排了一个公益性岗位，闲暇之
余清理垃圾，巡逻秸秆禁烧情况，一年
有几千元的收入，日常的生活开支基本
上就解决了。”展望未来，范育花坚定地
对记者说，“我一定能撑起这个家，过上
幸福的好日子。”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
飞。”但是仅有小学文化的范育花却 11
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地照顾着患病的丈
夫和公婆，不离不弃，她的故事虽然平
凡，但她的故事就是一种坚持，这种坚
持就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传递文明家
风正能量。东山村文书刁秀琼表示。

柔肩撑起多难家 不离不弃扬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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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基 层·采 家 风

本报讯（记者许倩琪）为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切实维护
公共卫生环境和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预防和减少
流浪狗伤人、扰民事件的发生，市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大力开展文明养犬专项治理行动，相关部门针对不文
明养犬、流浪犬等种种问题，多举措引导市民。

首先，联合整治不文明养犬行为与流浪犬乱象，对主
城区进行了“拉网式”排查，重点对群众反映流浪犬、无主
犬问题较为集中区域进行全面梳理、核查。市养犬办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召集公安、城管、住建、街道、社区、小区物
业等单位开展专项整治集中统一行动，重点整治养犬不依
法登记、违规饲养烈性犬、大型犬，遛狗不牵绳等不文明养
犬行为，着力收治流浪犬、无主犬。同时，加强文明养犬宣
传。集中整治期间，各相关部门在沿街、小区、广场、公园等
人群集中区等开展宣传，充分利用执法车辆宣传小喇叭，
悬挂横幅、标语，设置展板等方式加强文明养犬的宣传，鼓
励市民参与规范“文明养犬”行为活动，遵守“文明养犬”有
关规定。此外，建立长效机制，形成常态化管理。通过专项
整治行动的开展，查处一批不文明养犬行为人、收容一批
流浪犬只，进一步增强市民依法、规范、文明养犬的意识，
不断巩固整治成果，维护广大市民和养犬人的合法权益，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我市规范养犬行为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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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愿 者 在 行 动

秋浦街道

本报讯（通讯员盛雨嘉）3
月26日上午，贵池区秋浦街道
办事处举办 2021 年第一季度
道德讲堂活动。本次道德讲堂
以“学习百年党史·牢记初心使
命”为主题，街道全体干部职工
参加。

此次道德讲堂活动集“视、
听、说、思”于一体，包含“唱一
首歌”“诵一首诗歌”“观一部短
片”“说一段故事”“谈一点感

悟”“送一份吉祥”等内容。机关
干部代表表示，读史可以明鉴，
知古可以鉴今，铭记历史才可
以走向未来，百年党史是奋斗
路上“最好的教科书”。

据悉，该街道将继续发挥
道德讲堂的学习教育作用，讲
述道德故事，从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十
四五”新征程。

举办道德讲堂活动

近日，贵池区殷汇镇卫生院组织家庭医生签约体检服务团队，
到河东村为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及家庭医生有偿签约服务对象开
展健康体检活动。图为活动现场。 通讯员 宋贵喜 摄

殷汇镇

把健康服务送进村民“家门口”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岳德亮）浙
江省人大常委会、安徽省人大常委
会近日分别通过促进和保障长江流
域禁捕工作的相关决定。为了体现
长三角三省一市立法的协同性，决
定的实施时间统一为 2021年 4月 1
日。

2020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长
江“十年禁渔”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
人大联动监督、协同立法座谈会在
上海召开，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人大
共同商定，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牵
头，长三角地区长江流域禁捕采用
法规性决定的方式，争取在 2021年
第一季度同步出台决定。

三省一市出台的决定分别明确
了总体要求，划定禁捕区域和期限，
并且将禁捕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建立禁捕重大事项协

调机制，定期听取禁捕工作情况汇
报，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将禁捕
工作情况纳入绩效考核和目标任务
考核体系。

为了禁捕工作形成合力，共同
查处违法行为，结合浙江省多年实
践，《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
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进
渔业执法领域数字化改革，加快渔
船精密智控等数字化应用体系建
设，探索推进水陆联动和多部门联
合执法、联动执法、协同执法，加强禁
捕区域垂钓管理。

禁捕工作需要全社会参与，既
要积极宣传引导，营造“不敢捕、不
能捕、不想捕”的社会舆论氛围；更
要让退捕渔民安心转产，生活有保
障。浙江省的决定指出，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和相关设区
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加强退
捕渔民的就业指导和职业技能培
训，优先安排就业困难退捕渔民从
事公益性工作。

长江流域禁捕，特别是长江口
禁捕，需要三省一市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国家战略基础上，探索长江
流域禁捕跨省联动监督、协同立法、
联合执法。三省一市在决定中提出，
要探索建设覆盖三省一市的船舶登
记信息共享平台、渔船动态监管平
台、水产品市场流通追溯监管平台
和执法信息互通共享平台，共同查
处破坏禁捕的违法犯罪行为。

长三角协同立法促进保障长江流域禁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邓柱）为贯彻
落实省经信厅《“十行千亿万企”
中小企业融资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精神，全面启动我市中小企
业融资专项行动，日前，由池州
市经信局主办、阶梯项目咨询有
限公司协办的“十行千亿万企”
银企对接暨“皖企服务云”APP宣
传推广会议召开。

“十行千亿万企”中小企业
融资专项行动由省经信厅与省
10家以上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
战略合作，将引导安排不少于
30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用于支
持不少于1万户中小微企业融资。

本次会议市经信局邀请了
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徽商银行、
省信用联社（九华农商行）等多
家银行金融机构，全市近百家省

“专精特新”企业和有融资需求
的企业代表参会。

会上各银行机构相关业务
负责人做了关于银企合作的专
题讲座，市综合服务平台对“皖
企服务云APP进行了宣传推广。
下一步，市经信局将进一步推进
中小企业融资专项行动，加强投
融资机构与企业间双向推介，推
进合作协议落实落地。

“十行千亿万企”银企对接暨
“皖企服务云”APP宣传推广会议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孙晓勇）3月
24日上午，池州市老干部“银辉
添彩·红色宣讲”走进东至县大渡
口镇中心学校，为该校四、五、六
年级 16个班近千名学生带去了
精彩的爱党爱国和励志教育报告
会。报告会由市委老干部局主办，
市民政局关工委、市军休中心、大
渡口镇关工委承办，市关工委主
任、市老干部“银辉添彩”志愿服
务总队顾问朱永能等参加活动。

报告会在升国旗、奏《国歌》
行注目礼、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的歌声中开始，市老干
部“银辉添彩”志愿服务总队红色
宣讲分队副队长余天忠、江建军
分别作题为“爱党爱国主义教育”
和“励志教育”红色宣讲报告。两
位老同志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党史
和励志故事，教育引导青少年学
好党史，立德树人，自觉传承红色
基因，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从红色文化、红色基因和
励志故事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树
立远大理想，培根铸魂心向党，努
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

据悉，市关工委将在抓好自
身党史学习教育的基础上，广泛
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党史教
育活动，引导青少年“童心向党”，
听党话、跟党走，让红色基因、革
命薪火代代传承。同时，积极参加
市委老干部局组织的“银辉添彩”
活动，发挥“五老”亲历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优势，抓
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
义发展
史 教
育 ，增
强教育
活动成
效。

市老干部“银辉添彩·红色宣讲”
走进东至县大渡口镇中心学校

本报讯（通讯员吴丹丹）为落实省政府《关
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文件精神，加强我省乡村医生培养培训，安徽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研究决定成立安徽省乡村
医生培训中心，中心设在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
院。

安徽省乡村医生培训中心在省卫生健康
委的领导下，承担以下职责：承担全省乡村医
生教育研究工作，指导全省乡村医生培养培训
工作；开展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政策措施研究，
提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政策建议；参与制订乡
村医生人才培养计划、方案和标准，协助开展
乡村医生队伍考核评估工作；受政府和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委托，开展乡村医生定向培养工
作；承担省卫生健康委委托的乡村医生培养培
训等队伍建设相关工作；承担其他基层卫生健
康人才培养培训相关工作。

安徽省乡村医生培训中心
落户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本报讯（记者李玲）东至县大
力培育民营经济，助推高质量发
展。今年以来，全县新增“四上”企
业34家。

“四上企业”是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
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国家重点服
务业企业这四类规模以上企业的
统称。该县建立“小升规”企业培
育库，摸排、筛选发展潜力大、成
长性较好的小微企业作为培育对
象，重点帮扶。与此同时，该县强
化创新引领，支持企业申报科技
项目，鼓励企业增加研发费用投
入、加强研发人才团队建设，充实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今年 1-2
月份，该县企业投入研发经费累

计4800万元。
为了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动

力，该县组织大型商超开展促销
费活动，增强消费市场活力，今年
前两个月101家限上商贸企业实
现零售额 1.94余亿元，同比增长
43.6%；摸排 20个亿元重点工业
项目、拟定25个三年技改提升行
动计划示范项目，逐月推进投资
进度。县领导联系重点民营企业
工作，每季度召开一次企业家座
谈会，听取企业诉求和意见，并
及时处理和反馈。同时，坚持减
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今年1-2
月，该县减免各项税收 6431 万
元，减税规模较上年同期增加
3235万元。

东至民营经济茁壮成长
新增“四上”企业34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