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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
员 姜蕊 吴彬）近
日 ， 铜陵市郊区
老洲镇高沿村社
会工作服务站揭
牌 暨 “ 社 会 工
作+”善治行动项
目推进会举行 。
该社工服务站是
铜陵市首个在农
村设立的社工服
务站。

近年来，铜陵
市郊区采取 “政
府搭台 +组织运
作 ” 方式引入社
会工作介入乡村
治理 ， 探索社会
工作介入乡村治
理新方式 。 高沿
村社会工作服务
站揭牌后 ， 铜陵
市郊区社彩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将
派驻 1 名全职社
会工作者入驻该
服务站开展社工
服务 ， 围绕村内
散居五保 、 高龄
空巢老人开展定
期访视 、 生活照
料、 社会参与、支
持网络搭建等服
务 ， 同时依托郊
区 “社会工作+”
善治行动社区服
务项目开展高沿

村“三社联动”试点，围绕社区社
会组织孵化培育、 社区微公益创
投等服务模块重点打造， 探索乡
村治理“三社联动”模式。

·社会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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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周华东

寒冬时节， 位于濉溪经济开发区的
安徽中德（濉溪）国际合作铝基产业园建
设现场一派火热的建设景象。 “项目推进
十分迅速，产业园智能化厂房、标准化厂
房建设去年 9 月正式开工以来， 一天一
个样。 ”近日，濉溪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赵焱介绍，中德产业园作
为濉溪县落实 “六稳”“六保” 的重要抓
手，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中德产业园建
设指挥部，为实现铝基产业“千亿板块”
提供重大支撑。

铝基新材料产业是濉溪县主导产
业。 淮北铝基材料基地是全省第二批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 2020 年，

濉溪经济开发区铝基高端金属材料产业
集聚发展基地调整为淮北市陶铝新材料
和铝基高端金属材料重大新兴产业基
地。 濉溪经济开发区作为基地的主要载
体，目前有涉铝企业逾 70 家。 产业链条
不断延深拓宽，再生铝、铝挤压、铝压延、
铝压铸工艺齐备， 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新
能源、轨道交通、航天航空、军工装备、电
子元器件、汽摩配等领域。

记者在安徽力幕科技新材料有限公
司内见到， 公司一二期生产车间机器轰
鸣， 生产线全面运转。 “二期总投资 7亿
元，产品有亲水箔、家用箔、电子箔、装饰
箔、电池箔等，去年 10 月 18 日已投入生
产。”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虽然有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 二期项目依然提前 3 个月投
产，这要得益于政府全程代办服务。去年，

濉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先后帮助企业成
功申请“疫情贷”1.3亿元、稳岗补贴 70万
元，真金白银帮助企业抗击疫情渡难关。

记者走访安徽银丰铝业有限公司
时， 遇到正在进行扶持资金跟踪绩效评
价的当地经信部门工作人员。原来，银丰
铝业在 2018 年因特大洪涝灾害，机器设
备被淹损失严重， 濉溪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不仅组织人力、物力帮助企业排水，还
积极协助企业申请新购设备价款 10%的
洪涝灾害设备补贴专项扶持资金， 帮助
企业快速恢复生产。

赵焱告诉记者，近年来，该开发区建
立完善企业联系包保制度，实行“一个项
目、一名责任领导，专人办理、负责到底”
的项目推进机制，对新建项目立项审批、
设计规划、环评等环节实行全程代办。在

项目建设中， 针对不同类型在建项目分
别成立调度工作组， 分项目成立工作微
信群，分析项目存在问题症结，及时找出
解决问题路径， 做到了项目服务优质快
速高效。

·走进开发区

濉溪经济开发区实行“一个项目、一名责任领导，专
人办理、负责到底”项目推进机制———

全程代办，护航产业集聚发展

产业集聚发展需要良好的营

商环境。 近年来，濉溪经济开发区
对设立国家级（省级）技术中心、研
发中心、产品检测中心的企业给予
政策扶持， 对主导产业龙头企业，
实行“一企一策”，加快了重点项目
推进，推动了产业加快集聚和开发
区高质量发展。

·记者手记·

中国福利彩票“15选 5”玩法（第 2021010期）

奖等 六省市中奖注数 安徽省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元）

特别奖（中 5 连 4） 0 0 0
一等奖（中 5） 99 21 2763
二等奖（中 4） 4848 986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771694 元，安徽投注额：138592 元
奖池奖金：4396443 元

中奖号码 01 04 05 09 15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第 2021010期）
2 3 3

奖等 安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单选 294 1040
组选三 402 346

其他投注方式安徽中奖注数：2373354 注，其他投注方式安徽中奖总额：1331 元。

安徽投注总额：1631636 元。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玩法（第 2021004期）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02 03 07 08 17 22 15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元）

一等奖 2 0 10000000
二等奖 208 10 145638
三等奖 1114 41 3000
四等奖 72913 2652 200
五等奖 1543803 55089 10
六等奖 7953405 279437 5

全国投注总额：396531778 元，安徽投注总额：14407976 元
奖池奖金：824817771 元

中奖号码

福彩开奖公告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2020年中大奖累计
（截至 2021004期）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一等奖 1405 62
二等奖 21233 717
下期奖池（元）：824817771元

荩 1 月 8 日，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第一书记余
静在为村民介绍村务公开内容。 该村制作标准
化党务、村务公开栏，及时对村级财务、扶贫项
目建设等按要求公开，接受全体村民监督，让群
众看得明白。 本报记者 李博 程兆 摄

荨 1月 8日，全椒县马厂镇纪委工作人员在三合村进行督查。 连日来，该镇纪委组织人员
对各村级财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细致排查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福利等问题，确保风清气
正。 本报通讯员 晋凌云 特约摄影 袁家权 摄

晒出“明白账”

池州原产地签证金额增长超三成

本报讯（见习记者 阮孟玥 记者 徐

建）池州海关深入外贸企业走访调研，推
进智能审核等改革措施， 优化原产地证
签证服务，帮助外贸企业向好发展。2020
年，该海关共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 1299
份，同比增长 25.9%；签证金额 6780 万
美元，同比增长 35.3%。

池州海关通过推进智能审核、 自主
打印、容缺后补等措施，提高签证便利化
水平，实现原产地证书“秒审秒签”和“自
取”，工作耗时由几个工作日压缩到几分

钟。 该海关提高优惠税率利用率， 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依托政策宣
讲会、微信群宣讲原产地优惠政策，对企
业录单人员进行专项培训， 提高申报质
量，当年内实现对阿曼、喀麦隆、科特迪
瓦等 10 余个国家签证零突破，为辖区出
口企业减免约 410万美元进口国关税。

池州海关提高签证准确率， 逐一梳
理证书填制规范，优化工作流程，提高签
证人员业务水平， 全年签证差错率控制
在 1%以下。

合肥推进电动自行车常态化管理

本报讯（记者 张鸣）记者近日从合
肥市交警支队了解到， 截至 2020 年年
底 ， 合肥市电动自行车共计登记上牌
270.3万辆，其中市区上牌 140.2万辆。今
年起，该市电动自行车进入常态化管理，
将不再核发临时通行标志， 符合国家标
准的电动自行车可继续办理注册登记。

为推动电动自行车号牌办理工作由
集中登记向常态化登记平稳过渡， 在保
留原安全教育学校上牌点的基础上，合
肥交警与省电动自行车协会研定在市
区 6 个电动自行车销售相对集中、 销量
大的区域，设立 20 个电动自行车登记服

务站，让群众实现“即买即办”。去年集中
登记上牌期间的 56 个上牌点中除安全
教育学校上牌点外， 不再办理电动自行
车登记业务。 1 月 6 日起，全市所有登记
服务站全面办理补牌、 转移登记和销户
等业务。

今年， 合肥公安交管部门将对未注
册登记上牌或已注册登记上牌未悬挂号
牌的电动自行车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该
市公安交管部门正大力推动智能交通三
期项目建设，系统建成完善后，电动自行
车交通违法或将被纳入电子警察摄录交
通违法事项。

宿州埇桥区安装窨井防坠网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尹贤

明）为避免缺盖窨井变成“马路陷阱”，宿
州市埇桥区近日给城区街巷道路排水
及排污窨井加装防坠网， 保障当地市民
安全出行。

宿州城区街巷道路排水及排污窨井
加装防坠网工作，涉及秦巷口、华地路、
八一路、 武夷路等 37 条城区街巷道路，
共计安装 894 个高强度窨井安全防坠

网。 这些防坠网是特殊处理过的尼龙绳
编织网，具有抗腐蚀性，安装在每个窨井
井口下约 5—10 厘米处， 用膨胀钩和弹
簧钩固定住。 这道防坠网承重能力可达
200公斤以上，可以承担 2至 3个人的重
量，而且周边采用不锈钢钩，不易损坏。
加装防坠网后， 窨井盖即使缺失或在大
雨中被掀开， 当地市民也不会失足落井
造成人身伤亡，从而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泗县村级法援联络点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泗县完善工
作机制，提升服务效能，加强法律援助站
点建设，打造法援“便民服务圈”，高质量
实施法律援助民生工程，切实维护城乡
困难群体合法权益。 全县所有村（居）已
全部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点。 2020 年，全
县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数 1080件。

泗县在全县 16 个乡镇司法所、8 家
律师事务所 ，以及法院 、检察院 、看守
所、残联、人社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
位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并在全县 187
个村（居）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点，构建了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法律援助工作网
络， 把政策和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方便群众就近就地申请法律援助。 同时
开通“泗县法律援助”微信公众号，线上
解答咨询 、受理法律援助 ，群众动动手
指就可以享受到优质法律服务。 同时，
泗县定期组织案件旁听庭审，全面了解
承办律师的办案水平和服务态度，切实
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每起已办
结案件 ，均进行电话或回访 ，并认真做
好回访记录，回访结果作为发放案件补
贴的重要依据之一。

1月 9 日，在上海铁路公安局合肥公安处特警支队，孩子们体验警用设备 ,观看
警务技能展示。 为庆祝全国第 35 个“110”宣传日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上海铁
路公安局合肥公安处特警支队举办“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油坊岗社区群众及警员
家属等走进警营。 本报记者 姚林 吴文兵 本报通讯员 陈海燕 摄

人人动手，带来文明乡风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杨秋秋

宽阔整洁的柏油路、造型别致的太
阳能路灯、 设施齐全的村民活动中心、
充满书香的农家书屋、风格各异的农家
小院……日前，记者来到刚被评为“全
国文明村镇” 的泗县泗城镇彭铺村时，
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文明气息。

在彭铺村，写着“人人动手，美化环
境”字样的垃圾桶摆放在每个路口。 自家
垃圾入袋，袋内垃圾入桶，再由村里保洁
员定期清理送往垃圾中转站，做到垃圾日
产日清。 “光靠干部十年功，家家动手一年

成。 ”彭铺村从家庭这个社会最小细胞入
手，让“创美丽庭院，享美好生活”成为自
觉行为，近年来，先后有 600 多户群众签
订了美丽乡村建设合同书。

“美丽乡村激活了美丽经济，我村现在
是开门就有美景，村里就能挣钱。 ”彭铺村
党总支第一书记周井武说， 该村先后成立
了 15 个家庭农场和 10 个农民专业合作
社，流转土地 3000多亩，整合 60户松散型
林农户，建立了 200亩苗林和 150亩水果
采摘基地，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狠抓乡
村旅游，布局农村电商，正走上一条以产业
美带动乡村美、农民富的路子。

“吃饱不忘灾年景， 穿暖不忘冬雪

寒，浪费可耻节约荣，党和政府率先行，
新风尚送文明， 公筷使用光盘行……”
日前， 在彭铺村举办的一场喜宴上，文
明宣讲志愿者梁贤地，用快板说唱的形
式 ，宣传 “制止餐饮浪费 ，倡树文明新
风”。 “这种方式听一遍就记得住。 以前
觉得打包不好意思，现在觉得铺张浪费
才丢人。 ”一位村民颇有感慨地说。

这个村还创新设立了移风易俗“文
明号”，即利用两辆闲置的大巴车，作为
群众举办红白喜事的“流动新风堂”，成
为越来越多群众的选择。 “筹办女儿出
嫁，有里有面、省心省事，我非常满意。 ”
老党员彭德高说。

干群同心，扮美幸福乡村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近日，记者来到涡阳县青疃镇蒋瓦
房村村民蒋平家中， 室内外干净整洁，
墙院里的小菜园红绿相间，角落新建的
水厕没有一丝异味。 “现在村里变好看
了，日子过得真舒心。 ”蒋平告诉记者。

近年来，青疃镇大力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环境整治让乡村更宜居，也为产业
兴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村里党员干部率先行动，带领村
民一起干，清沟塘、拆旱厕、建垃圾站，
柴草堆、杂物堆等全部进院，门口还建

设了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 ”蒋瓦房
村党总支书记蒋庆红说。

“道路村村通， 我的货物也能方便
出入了。 ”村民蒋成凯感慨道，现在轮胎
罩销售到日本、韩国。 加工厂效益好，安
置就业 10 余人。

返乡创办纱布厂的青年蒋召轻向
记者介绍，纱布产业不冒烟、不排污，属
于环保型产业，一年四季都能生产。 目
前， 蒋召轻先后在周边村投资建设了 5
个纱布分厂。

“过去一到冬天 ，村民在家里闲着
无聊，出门就蹲墙根晒太阳。 现在村里
有了工厂，出门进厂门，挣钱舒心。 ”工

人曹淑贤告诉记者。
“自人居环境整治开展以来， 我们

全面打造生态宜居宜业乡村。 ”青疃镇
宣传委员张永勤说，全镇各村都建有文
化广场、卫生室、超市、路灯、监控、垃圾
处理站等设施，实现垃圾不落地 、不过
夜。 每个村都有种养加等主导产业，人
人有致富门路。 去年，蒋瓦房村被评为
省级美丽乡村建设中心村。

“全县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
村发展要求，大力推动产业发展和乡风文
明建设，实现产业兴、农村美、农民富、促
振兴。 ”涡阳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经营盗版教辅 嫌疑人被批捕

本报讯（记者 罗宝 通讯员 柳杨）
滁州市公安局经开分局近日成功破获
一起涉出版物类非法经营案，抓获团伙
成员 42 人， 扣押库存非法出版物 48.16
万册。 目前，公司法人兼实际负责人丁
某某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滁州市南
谯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去年 10 月，滁州市公安局经开分局
接群众举报，在某淘宝店铺上发现有大
量疑似非法出版物的图书对外销售，发
货地为辖区一处厂房。 公安民警摸排发
现，该厂房仓库内有大量图书 ，且多数
无出版社及书号，经文化执法部门评估

为非法出版物。
民警发现，该仓库系安徽某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租赁使用，通过淘宝店铺对
外销售各类无书号的图书。 该仓库为其
对外销售图书的存储点和销售点。 另查
明，该公司在辖区某小区内还有一处办
公点。 近日，公安机关对涉案人员实施
抓捕。

经查，2018 年年底至案发时， 丁某
某委托合肥、天津等地印刷厂 ，印刷各
类无出版单位等版权信息的中小学教
辅资料，并通过公司注册的淘宝店铺对
外销售，涉案销售额 36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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