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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融入长三角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徐海涛）“一脚踏两
镇，鸡鸣闻两省。”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和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的交界处，各有一个
丹阳镇，镇名相同、镇街相连。近日，两市签署
了合作协议，提出重点建设江宁——博望跨
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通过产业共融、交通共
网、治安共管、环境共保等方式释放“同城红
利”，打造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据了解，江宁——博望跨界一体化示范
区总面积约 30平方公里，其中江宁区域 9.6
平方公里，博望区域20.4平方公里，先行启动
区约8平方公里。示范区将突出“长三角省际
产城融合同城化发展先行示范区”和“长三角
省际毗邻地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示范区”两
大战略定位，着力打造成为南京、马鞍山同城

化的“黏合带”、先行区。
强化社会治安协同管

理，加强重大污染、安全事故等联合管控与应
急处置。

围绕打通省际通道，两市将积极推动宁
马城际铁路等规划项目开工建设。以都市圈
同城化通勤为目标，加快建设城际铁路网，推
动南京市域郊铁路向马鞍山市延伸，在两市
实现公交化客运服务。协同推进港口航道建
设，积极推进宁马港航资源整合，做优做强长
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北翼。

同时，两市将聚焦长江大保护以及水污
染防治工作，共同抓好长江生态岸线突出环
境问题整改，推进沿江 1公里范围内化工企
业和园区转型升级，共同推动两市边界地区
1公里范围内不新增布置有污染的设施或企
业。通过合力严管生态保护红线、推进跨界水
环境协同治理、共建共保跨界重要生态功能
区等举措，共抓长江大保护，实现绿色大发
展。

苏皖共建长三角
跨界合作发展“试验田”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贾远琨）记
者 30日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长三角铁路第三批
24个车站已于 11月 26日启用电子
客票。至此，长三角高铁线路和动
车组停靠站全部迈入电子客票时
代。

电子客票是提升铁路智能化水
平的重要途径，与旅客出行体验密
切相关。今年以来，按照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要求，长三角
铁路有序推进电子客票应用试点和
推广工作。

按照计划，即将开通的郑阜、
商合杭(北段)、徐盐、连镇(北段)4
条新线共 23个车站将于开通之日
起同步启用电子客票。届时，长三
角铁路所有高铁线路和160个动车

组停靠车站将实现电子客票应用，
为2020年铁路春运打下坚实基础。

铁路部门人员介绍，实施电子
客票打通了互联网与车站窗口的服
务渠道，有利于推行旅客自助实名
验证、自助验票等无干扰服务。旅
客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即可快速、自助进站检票乘
车，减少排队取票环节，通过闸机
用时更少，通行速度将明显提升。

在旅客列车大面积晚点、停运
时，如旅客未使用现金购票且未取
出报销凭证，无论哪个渠道购买的
车票，都可以在互联网自助办理退
票或改签，方便旅客的同时，也减
轻了车站窗
口压力。

长三角高铁、动车
全部迈入电子客票时代

本报讯（通讯员鲁晓强）近
日，在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组
织的对标检查中，池州九华天池
大道“餐饮质量安全”管理顺利
通过验收，并荣获池州市“2019
餐饮质量安全”示范街区，这也
是我市首个城乡结合部“餐饮质
量安全”示范街区。

池州九华天池大道位于我
市城乡结合部区域。如今，九华
天池一条街街面清洁、环境优
雅、店招美观、店铺整洁。走进店

铺里，桌椅干净，排列有序，从业
人员穿戴整齐的工作衣帽，微笑
服务。沿街行走，可见店内的墙面
上张贴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承
诺书”。

据了解，九华天池大道“餐饮
质量安全”示范街的创建成功，将
有效提升我市城乡结合部“餐饮
质量安全”服务品质，同时为我市
在城乡结合部区域开展“餐饮质
量安全”规范化管理起到很好的
示范和引领作用。

首个城乡结合部“餐饮质量
安全”示范街区通过验收

本报讯（记者王齐斌）近年来，
我市在农村公路建、管、养、运上狠
下功夫，加快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农村公路路况质量和
服务水平稳步提高，为加快农民
脱贫致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2016至 2018年我市实施农村
道路畅通工程及农村公路扩面延
伸工程 2714公里，2019年度实施
农村公路扩面延伸工程 1373 公
里，农村公路网络体系、通达能
力和安全保障水平全面提升。

各县区均建立了县乡村三级
路长制体系和县、乡两级路长办
公室。全市县乡村三级路长制公
示牌设置工作已完成，今年以
来，累计设置路长制公示牌 754
块（贵池167块，东至308块，石
台 86块，青阳 174块，九华山 10
块，平天湖9块）。

县道日常养护以县区农村公
路管理机构为责任主体，实行集
中统一养护；乡村道以镇、村为
责任主体，采取家庭式承包、乡
镇组建养护道班、养护环卫一体

化等模式多元化养护，实行市、
县、乡分级督查考评制度。2019
年全市实施农村公路县乡道养护
大中修工程 155 公里，县乡道年
均大中修比例达6%。

各县区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
发展水平评价均达到5A级，已建
立交通运输、公安、安监等部门
参与的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
行条件联合审核机制。全市 575
个建制村均已通客车，并完成城
乡客运公交化改造、公司化运营。

“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取得实效

九华山讯（通讯员王安民）
近日，来自陕西省西咸新区高庄
镇姚联侠被评为今年第 4位九
华山风景区“文明游客”，享受
2020 年度进入九华山核心景
区、大愿文化园及乘坐景区公
交、缆车、索道均“免单”等
待遇。

据介绍，11月 12日上午，
姚女士在九华山风景区内虎形
山停车场下车后，蹲下身子捡起
他人丢弃的果壳、零食袋等垃
圾，甚至将沟缝深处的烟蒂用手
指抠出来放入自己随身携带的
垃圾袋中，整个拾捡过程持续了
约半个小时。姚女士的环保意
识、文明旅游素质和素养，引起
了旁边九华山旅游客运公司驾
驶员的注意，当场拍摄成抖音小

视频发布到网络上，获得了无数
网友的点赞和好评。

据了解，姚联侠是当地一
家环卫公司的一名普通保洁
工，出于职业的敏感，一直以
美化环境为自己的职责，并努
力践行文明出游的理念。

为积极倡导文明旅游理
念，推进九华山风景区文明创
建向纵深发展，九华山风景区
管委会自2015年起，在来山游
客中常态化开展“文明游客”、

“最美游客”评选活动。截至目
前，已有 50 余名游客获此殊
荣。

陕西女游客姚联侠
获评九华山“文明游客”

□ 记者 石泽丰

11月22日上午，青阳县新河镇向阳
村菖蒲圩600亩的水面上，间隔3.8米的
立柱桩如兵布阵；一旁的吊车正将刚刚
运来的长达11米的立柱桩，一根一根地
从货车上吊下来。新河镇100MW渔光互
补光伏发电项目开发经理王积尧介绍：

“这就是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在新河镇
投资5.8亿元的项目，我们是新河镇招商
引资过来，今年5月份签约，9月份开工
建设，到目前为止，总投资已完成了
40%，预计年底前就可全部并网发电
了。”

不仅是该阳光电源渔光互补项目，

在新河镇工业园区，到处是一派忙碌的
生产建设的场景。池州沐阳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是园区的重点项目之一，该公司
副总经理马飞指着厂内正在调试的两条
生产线说：“这就是专业生产SPC石塑地
板的生产线，我们利用这里的闲置厂房
进行改造，对当地石材进行深加工，正
式投产后，可年产1000万立米的SPC石
塑地板。”池州沐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是
新河镇典型的利用存量资产招商的企业。

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要事来抓，是
新河镇党委、政府工作的“靶向”之
一。该镇副镇长方针说：“我们始终把招
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工作的重中之
重，重点部署、重点谋划、全面推进，

并成立了以镇主要负责同志为协调组长
的协调小组，保障项目顺利落地建设。”
这一点，在马飞口中得到证实，马飞
说：“由于我们是利用原停产企业的厂
房，存在着许多协调的事情，新河镇党
委书记张小牛每周一调度，让我们建设
非常顺利。”

随着投资环境不断趋好，新河镇在
招商引资方面，不再像以前一样“捡到
篮子都是菜了”。“我们着重突出招大引
强，招强选优，重点在抓大项目、好项
目上发力。”张小牛的这种招商意见，得
到了全镇干群的支持，并结出了丰硕的
成果。能牛门窗、阳光电源渔光互补、
宁德 （青阳） 机电产业园等一批亿元以

上大项目纷纷在新河镇落地。“阳光电源
渔光互补项目由电气工业 100强企业阳
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总投资
5.8亿元；能牛门窗 400万平方米铝木高
档门窗项目，7万平方米（4栋）钢结构
厂房在建，其中1#、3#厂房钢结构主体已
竣工，年底完成部分设备安装；宁德（青
阳）机电产业园项目主要承接福建宁德、
福安等拟搬迁电机企业，一期占地 200
亩，建设标准化厂房 12.5万平方米，整体
承接转移电机及关联企业25户左右。”方
针如数家珍。据了解，该镇目前已签约落
户企业 5户，正在洽谈落户项目 4个，盘
活园区存量厂房达2万平方米。

新河:盘活存量资产激发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刘晓丹）11月
29日，省推进有关市政府软件
正版化工作督察组来我市督查，
听取我市政府软件正版化工作
情况汇报。副市长贾瑄出席汇报
会。

贾瑄指出，推进软件正版化
工作是实施国家信息化发展战
略和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内容，
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
要求，有关部门要切实增强做好
软件正版化工作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将存在的问题排查到位，
精准施策，坚持不懈地推进软件
正版化工作深入开展。

贾瑄要求，要提高政治站
位，高度重视软件正版化工作，
不断查找问题，正视问题差距，
持续巩固扩大软件正版化工作
成果，确保信息安全。要密切协
作配合，利用联席会议制度的优
势，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形成软件正版化的工作合力。要
完善正版软件采购流程，抓实软
件正版化考核评议工作，对标对
表，整改存在的问题，完善考核
内容。要注重宣传培训，积极推
广先进单位的经验做法，在全社
会营造尊重版权，保护创新的良
好氛围。

省推进有关市政府软件
正版化工作督察组来我市督查
贾瑄出席汇报会

本报讯（记者汪玉芳） 11
月28日，我市举行2019年池州
市中国平安杯“平安好司机”
暨文明有礼驾驶人评选——货
运驾驶员、驾校教练员交通安
全知识竞赛活动。

本次活动由各驾校及货运
车队推荐、公安机关审核，全
市共产生 8名优秀驾校教练员
和 6名货运驾驶员，进入网上
微信投票环节，评选出优秀驾
校教练员和货运驾驶员的前 6
名选手进行现场交通知识竞
赛。经过 1个多小时紧张而激
烈的交通安全知识竞赛，最终

决出驾校教练员组和货运驾驶
员组的一、二、三等奖。

据悉，2019年中国平安杯
“平安好司机”是通过线上线
下，贯穿2019年全年的多姿多
彩的活动。全年通过开展“智
慧守护 平安出行”抢红包学交
通安全常识、客运司机暖心故
事评选、货运司机、车队优秀
安全管理经验评选、优秀驾校
教练评选等系列活动，旨在引
导公众文明出行，弘扬新时代
文明交通新风尚，传递新时代
榜样力量。

“平安好司机”暨文明有礼
驾驶人评选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齐斌）11月
29日，池州市党外知识分子联
谊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大
会召开。市领导张杰华、王家莹、
刘会秋、何世荣、赵恩来、吴明楣
等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池州市党外
知识分子联谊会章程》《选举办
法》；选举产生第一届党外知识
分子联谊会理事；召开一届一次
理事会议，选举产生会长、副会
长、秘书长。

张杰华对池州市党外知识
分子联谊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希
望池州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强化政治引领，始终把准正确的
政治方向，最大限度地凝聚政治
共识。立足自身优势，当好党委
政府的智囊团、社情民意的传达

员、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社会发
展的监督者，为建设现代化“三
优”池州出谋划策、献计献力。注
重人才培养，努力搭建人才培养
选拔平台，勤于聚才，善于育才，
乐于荐才。加强自身建设，不断
提升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工
作科学化水平。

新当选的第一届理事会会
长刘会秋表示，将加强政治建
设，在高举旗帜维护核心坚持原
则上清醒有为；积极建言献策，
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促进发展
上善作善为；完善工作机制，在
推进工作强化效能扩大影响上
敢作敢为；发挥平台作用，在群
策群力建设家园服务社会中奋
发作为，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三
优”池州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
张杰华王家莹刘会秋何世荣赵恩来吴明楣

等出席

本报讯（记者王齐斌）
11月 29日，全市第三届发
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大赛
决赛举行。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张杰华
出席大赛决赛并为获奖项
目颁奖。

大赛启动以来，备受社
会各界关注，包含全市 52
个集体经济扶强扶优村在
内的 93 个村踊跃报名，参
加比赛项目达 95 个。经过
初审和实地查看环节的评
比之后，共有 15 个项目脱
颖而出，参加此次大赛决
赛。决赛中，项目负责人通
过 PPT或宣传片介绍项目

的基本情况、建设进度、项
目效益和带动效应，市委组
织部、市财政局、市农业农
村局等熟悉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的业务专家对参赛项
目进行集中提问并评分。
经过激烈角逐，东至县下
畈村杂交水稻制种等 12个
项目获得一二三等奖和优
秀奖。

据悉，村级集体经济项
目大赛旨在通过以比促进、
以比促学、以奖代补的方式
激活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活
力，发挥党建引领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发
展壮大我市村级集体经济。

第三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项目大赛决赛举行
张杰华出席并颁奖

本报讯（记者潘选玮）
11月29日，由团市委、市文
化和旅游局联合举办的“青
少年游池州”全域旅游攻略
大赛决赛举行。副市长贾瑄
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决赛分作品解说和评
委提问两个环节，参赛选手
结合PPT展示，对参赛作品
的线路特色、线路详尽策
划、旅游费用等内容进行解
说，并认真回答评委提问。
经过3个小时的激烈角逐，
宿州学院祝慧敏、姜倩文

《踏游古村梦回千年》荣获
一等奖；东至县木塔乡汪子
铭《红旅小镇一日游》、贵池

区秋江街道办事处蒋文君
《池州贵池——闲暇时光的
短途两日游》、合肥高新区
江河卫生服务中心高微《丈
量我的小世界，细数人间那
些值得》荣获二等奖；东至
县花园乡人民政府钱煜文

《品茗谈天地、赏茶旅池
州》、池州人网方丽庭《去墩
上，寻找一场文化与味道交
织之旅》、合肥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徐礼婷《美丽石
台行》、淮北师范大学朱菁
华《皮皮游池州》、共青团东
至县委宋微的《皖南，民俗》
荣获三等奖。

2019“青少年游池州”
全域旅游攻略大赛决赛举行
贾瑄出席并颁奖

●文明实践在池州文明实践在池州●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 明 旅 游

近期，我市充分利用当前水库、山塘干涸，便于清淤施工的有利时机，将水库、山塘扩挖作为当前水利冬
修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水库和塘坝扩挖，切实解决水库、山塘因淤积导致库容减少的问题，增加水库塘坝可调
库容。图为11月29日，贵池区涓桥镇团结山塘清淤扩挖整治现场。 记者 石泽丰 摄

（上接1版）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
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
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
系，这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一个基本
依据。

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和法律制度需要坚持好、实施好，也需要不
断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
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
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
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国家
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
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

（上接1版）要加强队伍指挥机制建设，
大力培养应急管理人才，加强应急管
理学科建设。

习近平指出，要强化应急管理装
备技术支撑，优化整合各类科技资
源，推进应急管理科技自主创新，依
靠科技提高应急管理的科学化、专业
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要加大先
进适用装备的配备力度，加强关键技
术研发，提高突发事件响应和处置能
力。要适应科技信息化发展大势，以
信息化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提高监

测预警能力、监管执法能力、辅助指
挥决策能力、救援实战能力和社会动
员能力。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责任制。要建立
健全重大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调查评
估制度，对玩忽职守造成损失或重大社
会影响的，依纪依法追究当事方的责
任。要发挥好应急管理部门的综合优势
和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根据职责分
工承担各自责任，衔接好“防”和“救”

的责任链条，确保责任链条无缝对
接，形成整体合力。

习近平指出，应急管理部门全年
365天、每天 24小时都应急值守，随时
可能面对极端情况和生死考验。应急救
援队伍全体指战员要做到对党忠诚、纪
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成为党和
人民信得过的力量。应急管理具有高负
荷、高压力、高风险的特点，应急救援队
伍奉献很多、牺牲很大，各方面要关心
支持这支队伍，提升职业荣誉感和吸引
力。

充分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特色和优势
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