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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三 角 一 体 化 发 展

□ 安徽日报记者 王弘毅

一批批重大项目将成为长三角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抓手和纽带。安
徽“十四五”期间将推进哪些一体化重
大项目？近日，省长三角办发布《安徽
省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十四
五”重大项目推进工作方案》。根据《方
案》，我省“十四五”期间将坚持项目化
带动一体化，组织实施重大项目 626
个，总投资 26722.68亿元，为长三角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出安徽贡献。

为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方案》
提出了五大重点任务，包括构建协同创
新产业体系、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促进公共服务
便利共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等。

产业协作、创新协同，是一体化发
展的重要任务，更是推进区域协调发
展的重要平台。据介绍，我省将组织实
施项目59个，总投资2225.74亿元。“十

四五”期间新开工项目44个，实现主体
工程完工项目 51个，推进合肥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能源、环境、人
工智能研究院和大科学装置集中区，
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生命
健康等重点领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产业创新平台（项目）建设。

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体化
发展的“先行官”。《方案》特别提到要
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十四五”
期间，我省将推进昌景黄高铁、沿江高
铁、宁马城际、徐州至淮北至阜阳高速
公路、G50宣广高速公路改扩建、合肥
新桥国际机场改扩建、芜湖马鞍山江
海联运枢纽、桐城抽水蓄能电站、长三
角煤炭储备基地、芜湖长江 LNG内河
接收（转运）站、引江济淮二期、淮河以
北地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长三角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芜
湖数据中心集群、保障性租赁住房建

设工程等项目建设，优化综合立体交
通体系。

同享一片蓝天，共治生态环境。在
推进长三角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方面，
我省将组织实施项目 67 个，总投资
761.92亿元，包括推进皖西大别山区—
皖南山区生态屏障、引江济淮生态廊
道、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试
验区、巢湖水生态修复与治理、骆岗中
央公园、升金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大
别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城市水环境治
理和污水、垃圾处理工程等项目建设，
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重点领域污染防
治，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共建绿色美丽长三角。

在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的项目中，
包括医疗、教育、康养、旅游等具体项
目，比如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项目、
新安江百里大画廊、杭黄世界级自然
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金寨县“两源两
地”红色旅游基础设施、长三角一体化

气象服务保障安徽中心、长三角生态
绿色康养基地等，通过引入沪苏浙优
质教育医疗文旅资源，提升公共服务
供给质量，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如何实施这些重大项目，推动项
目早日落地见效？据省发展改革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将分级建立省、市、县
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制定国家重
大项目库安徽项目清单，强化资源要
素保障，开展重大项目“挂图作战”。同
时，聚焦推动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发
展，谋划储备一批有利于强基础、补短
板、促转型、增动能的重大项目；发挥
省十大新兴产业推进组工作专班作
用，完善省市联动，招引世界500强、中
国500强、十大新兴产业龙头等高质量
企业和项目。

“十四五”期间，我省将组织实施长三角一体化重大项目626个，总投资逾2.67万亿元——

重大项目带动一体化发展提速

本报讯（记者倪晓春） 今年以
来，东至县畅通法律援助渠道，保
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取得明显成
效。一季度累计受理农民工法律援
助案件 168 件，解答法律咨询 480
起，为农民工追回损失216.2万元。

该县开通农民工法律援助维权
绿色通道，对农民工因请求支付劳
动报酬或者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事
故人身损害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
免予经济困难状况审查，做到在法

院立案受理后 1个月内结案。同时
搭建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建立法律
援助工作站 24个，设立村 （社区）
法律援助联络点 251个，配备律师
20名，法律援助咨询热线实行律师
24小时值班、全天候服务。此外，
该县积极开展根治欠薪百日攻坚专
项行动“回头看”，一季度共向公
安机关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犯罪案件 2件，向社会公布重大欠
薪违法典型案件2例。

东至县法律援助惠民生
一季度为农民工追回损失216.2万元

□ 记者 齐蕾

“村庄内进出道路狭窄，村民自行
在河边砌石拓宽道路，这一行为合法
吗？”

“不合法。村民自行砌石质量不
一，没有整体标准规划，如果确需整治
的，依法应当经水利部门和当地政府
审批同意……”

5月18日，在石台县矶滩乡塔坑村
“百姓评理说事点”，村民们听完村居
法律顾问的“水法课”后意犹未尽，开
启“你问我答”环节，问得实际，答得专
业，不时赢得阵阵掌声。

评理说事点虽小，但功能丰富，不
仅搭建起法治宣传讲台，还打造了说
事议事平台，让话越说越明，理越辩越
清。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塔坑村坚持
和发扬枫桥经验，依托百姓评理说事
点，普及法律知识、化解矛盾纠纷、收

集社情民意，努力营造共建共治共享
基层社会善治体系，助力乡村振兴。

塔坑村有黄柏、竹园、塔坑3个“百
姓评理说事点”，村民们经常三三两两
围坐在一起，就村里的大事小情，家长
里短理论一番。“百姓评理说事点”里
的联络员，大多是村民们推选的老党
员、热心公益的乡贤以及离职村干部。

塔坑村组织村居法律顾问、律师
进驻百姓评理说事点，就农村承包经
营户的债务承担、建设用地使用权、宅
基地使用权等与乡村振兴息息相关的
法律问题进行普法宣讲，现场为农民
解疑答惑，让法律走向农村，走进农民
心里。2021年6月以来，全村共开展“法
治宣传”活动16场次、法律咨询解答25
起。

“我这个伤害赔偿，要不是工作队
和村里出面帮忙解决，可能就这样算
了。”黄柏组村民汪进华在百姓说事点

说起自己的遭遇。原来他在某工地受
伤，花去医疗费 2万余元，自己多次维
权没有结果。工作队和村里知道后，积
极联系对方，通过协商调解，帮助汪进
华拿到了赔偿款。

塔坑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托百姓
评理说事点以“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
位”的工作理念，围绕土地纠纷、邻里
纠纷等全面开展排查，及时了解和掌
握各种不稳定因素，提前采取针对性
措施，化解矛盾纠纷 9起、提供法律服
务指引5件，确保将矛盾和问题控制在
初始阶段。

“村里路灯好长时间不亮，上次在
百姓说事点说了一下，13盏路灯就修
好了，全亮了。”旗山组村民周青发没
想到这件事解决得这么快。

“我们村是市、县两级司法行政部
门乡村振兴工作队联系的重点帮扶
村。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在三个‘百姓

评理说事点’分别确定联系人，定期收
集社情民意，找准人民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件抓落实。”塔坑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得来说：

“‘百姓评理说事点’既可以‘说事’，也
可以‘议事’，矛盾纠纷在这里得到化
解，大家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得到提
升。”

塔坑村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
加大“百姓评理说事点”建设推进力
度，充分发挥“百姓评理说事点”在基
层社会治理中的优势和作用，努力将
各类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化解
在基层一线。

“说事议事”让难题不再难解

本报讯 （记者齐蕾） 近年来，
九华山风景区按照“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
工作方针，不断完善各项文物保护
措施，积极探索推进文物活化利
用，大胆尝试历史文化资源服务旅
游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

九华山风景区现有不可移动文
物 208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4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7
处。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文化遗产资
源收集、挖掘力度，开展不可移动
文物实地勘查，完成4条古道、8处
石刻群、20处古寺庙碑数据采集。
积极推进“文物+旅游”发展路
径，28处县级以上文保单位作为景
区景点对外开放、占比90.32%，年
均游客接待量超800万人次。

坚持实行文物保护“四有建
设”规范化管理，累计培养文物保
护工作者 9人。该区今年争取各级
文保专项资金 87.5万、较去年增长
153%。组织开展了文物修复、石刻
文物拓印管理清查整治等工作，
1-4月份完成 30件青铜器、10幅书
画保护性修复工作。开展文保单位
消防实施安全大检查15次、消防演
练2次。

九华山风景区充分利用“5.18
国际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等
重点节日向居民、游客宣传《文物
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增
进了广大干部群众对九华山历史文
化内涵的了解，提高了对文物保护
和文化传承的认识。

九华山风景区

统筹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日前，池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举
办2022 年度春季运动会，来自全市6
个队站共 46 名消防健儿在赛场上同
台竞技，激烈角逐。比赛共设置 3000
米跑、单杠引体向上、仰卧起坐、负重
100 米跑、负重登 10 楼、攀登挂钩梯
操、60米肩梯登楼操、负重5000米跑8
个比武科目。图为负重 100 米跑比赛
现场。 记者 邓柱 摄

本报讯（记者邓柱）近日，池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组织开展水域救援拉动演练，提升消防救援队伍抗
洪抢险快速反应能力。

支队全勤指挥部下达拉动集结命令，清溪消防
救援站、永明路特勤站及园区消防救援站3个水域
救援分队在主城区参加拉动演练，各县区消防救援

站水域救援分队通过视频线上开展拉动，各单位在
接到命令后迅速集结并向支队汇报集结情况。拉动
演练中，支队主官率全勤指挥部对各消防救援站集
结情况、水域救援个人防护、水域救援器材装备及
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点验。随后，按照既定演练
内容，组织对橡皮艇、手抬机动泵、救生抛投器等器

材装备进行了实地测试。对不同被困位置、不同气
象条件以及特殊环境下的救援措施、装备选择、注
意事项、作战安全等进行了现场讲解。演练中，全体
消防救援人员行动迅速、操作有序、密切配合，检验
了水域救援专业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实战能
力，圆满完成各项科目演练任务。

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水域救援应急拉动演练

▲为加强高层建筑和大型商业综合体灭火救援准备工作，
强化基层指战员对建筑消防设施熟悉测试和实战应用，5月17
日，池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高层建筑和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
设施调查测试工作。图为消防救援人员在主城区部分小区开展
消火栓水泵接合器性能和压力测试。 通讯员 刘程 摄

今年3月，贵池区梅村镇珍溪
村立足当地实际，引进安徽省耕
一亩农业公司，将原有 50 亩艾草
种植基地扩种至500亩，通过社会
力量参与，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带
动村集体和周边农户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

据了解，艾草可一次种植多
年收益，市场需求量大，预计今年
珍溪村艾草产值达200万元。该公
司还计划建设艾草加工厂，开发
更多艾草产品，不断提升产品附
加值、提高经济效益。图为5月22
日，在珍溪村艾草种植基地，村民
们正在清除杂草。

记者 韩磊 摄

““小艾草小艾草””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徐婷 实习生章

佳男） 经过两年多的施工建设，
G318池州至殷汇段改建工程已进入
最后冲刺阶段，预计 6月份全线贯
通，11月份实现通车。

5月 21日，在由安徽省公路桥
梁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 G318 池州
至殷汇改建项目现场，记者看到，
道路宽阔平坦，部分路段交通标识
标线已经划好。“目前，我们承建
的 01 标 段 已 完 成 总 体 工 程 的
99.38%，其中主线沥青上面层已完
成摊铺，正在加快长江南路互通区
沥青摊铺、经三桥右幅梁板架设及
剩余桥面铺装。”项目副经理金鑫
向记者介绍，连日来，工人们正紧

锣密鼓地开展收尾攻坚，向着通车
目标奋力冲刺。

据了解，G318池州至殷汇段公
路改建工程路线全长 30.843公里，
路面宽 23.5米，全线采用双向四车
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 80 公
里。

自2019年末开工以来，面对施
工作业面多、料源短缺等难题，承
建单位通过及时调整工序衔接、倒
排工期、细化节点、提高工效、加
班加点完成工期目标。同时，围绕
技术创新、质量保障、文明施工、
效率提升等管理环节，全力投入技
术攻关，促使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G318池州至殷汇段
改建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本报讯（记者徐婷 实习生章佳
男） 5月24日，市政协副主席程平
率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及有关
界别部分委员赴池州经开区开展

“读书活动”助力企业发展调研，
并召开座谈会。池州经开区有关负
责同志参加调研。

程平一行先后深入安徽裕成机
电有限公司、安徽泓瑞医用设备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等地，围绕“读书
活动”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倾听企业诉求，为企业排忧解
难。委员们结合学习内容，积极进
诤言、献良策。

程平指出，要围绕中心工作，
紧扣“读书活动”主题，坚持学有
所用、学以致用，认真履职尽责，
做好读书交流与思想政治引领的结
合、与重点履职活动的结合，及时
转化读书成果，助力推动池州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服务意
识，提高服务质效，认真落实纾困
解难政策，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护
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希望企业进一
步提升信心，抢抓机遇，加强科研
创新，强化经营管理，不断提升核
心竞争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三
优池州”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政协开展“读书活动”
助力企业发展调研
程平率队

本报讯（记者陈淑芬）记者从中
共石台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获
悉，日前，地方志工作者根据石台县
大演乡剡溪村保存的《剡溪陈氏宗
谱》线索，由当地村干部和群众引
导，在一处叫作平崖的地方，发现了
明朝万历年间戏剧家郑之珍与其团
队编创排演目连戏的遗址。

据介绍，郑之珍为安徽祁门县
人，寓居石台剡溪，编创的《新编目
连救母劝善戏文》（简称《劝善记》），
共分上中下三卷、合 104折，盛演乡
里、风靡全国，成为明清时期各地目
连戏演出的经典范本。郑版目连戏
剧本的形成，是以郑之珍领衔的团
队心血合作的结晶，剡溪村人为这
本巨著编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资
金保障，剡溪村陈澜、陈崑山、陈啟
瑚、陈凤罔、陈方塘、陈渊泉、陈啟
韶、陈廷棐八位文人直接参与了《劝
善记》编创校阅工作。

此次发现的平崖遗址，包括古

戏台遗址和古村落遗址，坐落在剡
溪村后金崖山的半山腰。古戏台遗
址坐落在一块天然巨型平崖上，在
平崖上端的四个方向上有人工錾出
的 7个垂直孔眼，孔径和孔深均为
10厘米、15厘米，石孔即是固定戏
台桩柱的位置。沿石孔的外侧连线，
大 致 构 成 一 个 梯 形 ，覆 盖 面 积
35-40 平方米。古村落遗址保留多
处由大石块、大石条砌筑的老屋基，
依坡势错落分布于金崖山溪沟两
侧，“屋舍”之间石板路蜿蜓而行，其
中一幢屋基占地面积 150平方米。
村落内，石质构件随处可见，很多石
墙依然耸立不倒，饮水池清泉汩汩。

据了解，国内外超过 400 年历
史的古戏（露天）台址极为罕见，剡
溪平崖古戏台遗址及其关联元素是
我国乃至世界戏剧考古史上的稀缺
资源。古戏台遗址的发现，对丰富郑
之珍生平研究和戏剧研学实践具有
重要意义。

石台发现明代目连戏
编演古戏台及古村落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