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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超薄塑料袋到一次性餐具，这
些超市、餐馆、外卖常见的塑料制品
一直给我们生活的环境带来巨大的
负担。 随着“新限塑令”《关于进一步
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的执行，
2021 年全国将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向塑料污染全面“宣战”，重
塑市民的绿色消费习惯。

1 月 9 日， 为积极响应国家塑料
污染治理工作号召，强化志愿服务品
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浦发银行合
肥分行联动同城、异地 10 余家网点，
开展了“我们减塑 给地球减负”的
公益志愿活动，获得广大市民的积极
响应。

“让我们改变习惯一小步，健康
环保一大步”。 在位于马鞍山路的百
大合家福商超里，25 名浦发银行青年

志愿者们一边向现场每位完成购物
结算的顾客发放全降解包装袋，一边
通过现场环保科普讲解、广播环保知
识、线上知识问答等形式，传递绿色
低碳理念，帮助大家了解和认识塑料
污染的危害，倡导市民及其家人减少
使用塑料袋和一次性塑料用品，主动
使用可循环、能降解的替代品，提升

生态文明素养。 现场吸引了不少过往
群众前来参加，他们认真阅读宣传折
页上的环保知识， 仔细聆听志愿者
们讲解塑料制品的种种危害。 其中
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主动学习
减塑知识，同时，还教育孩子要从小
爱护我们的生活环境， 培养良好的
生活习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他人
负责。 虽然当时的户外气温已达零
下，但活动现场却暖意融融。 凛冽的
寒冷依旧阻挡不了大家对减塑知识
宣传与学习的热情。

除此之外，浦发银行合肥分行多
点齐发，联动辖内各网点依托厅堂搭
建展台，设计公益答题活动，向前来
办理业务的客户积极宣传普及 “减
塑”知识，并通过 H5 推文、晒出减塑
宣言等多项丰富有趣的线上宣传，提
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对于参加线上
知识问答的广大市民，还可在现场领
取精美的浦发定制环保袋。

浦发银行已连续 14 年开展志
愿者日活动。 作为首家发布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浦
发银行不仅积极为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助力， 还高度重视社会经济的和
谐发展。 自合肥分行成立以来，浦发
银行在服务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的同
时 ，开展了多项爱心公益活动 。 从
“春蕾计划”到“灾区捐助”，从“公益
健康跑” 到 “我们减塑 给地球减
负”，合肥分行积极传递爱心 ，为留
守儿童打造温馨家园， 为冬奥碳汇
林送去绿色， 为城市建设者带去温
暖，为残障少年描绘美好蓝图。 尤其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浦发银行还
为市民开辟线上口罩预约登记通
道，积极投身社区服务，努力成为传
播爱与责任的美丽使者。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2021年，浦
发银行合肥分行将以高质量发展为
主线，以服务为根本，在助力安徽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为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
徽，尽所能，添力量，勇当先。

（詹程锐）

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倾情助力塑料污染治理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联动辖属网点开展宣传活动。。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青年志愿者合影。

“减塑”活动宣传物料。

厅堂员工向客户宣传“减塑”知识。

“减塑”活动线上参与路径演示。

“大山公交”刷新百姓生活
■ 本报记者 刘洋

1 月 5 日早晨 6 时 35 分， 枞阳县公交
车驾驶员方宝华驾驶 202 路车如约来到
“大岭”公交站点。 “大家戴好口罩，上车往
里面坐。 ”按下按钮打开车门，方宝华招呼
着上车的乘客。

202 路公交车往返于白柳镇、 白梅乡、
横埠镇等地，途经“大岭”等 51 个站点，每
天开行 24 趟。

穿山越岭的 202 路车被称作 “大山公
交”，它将枞阳县后山区的村落与周边的镇
村串联起来，激活了乡村交通“毛细血管”，
让山里的村庄不再闭塞。

“农村老百姓喜欢起早赶集，买菜、卖

菜，置办生活用品。 ”方宝华告诉记者，对上
上下下的乘客， 他虽然不能叫出每个人名
字，但这路公交车开行半年多，沿途许多百
姓的面孔还是很熟悉。

位于枞阳县白梅乡西北的 “大岭”，在
枞阳和庐江交界处的山岭之间。 在通公交
之前， 坐落在白云崖脚下的大岭村的老年
人，通常需要花 50 分钟、步行 5 公里路，去
孙畈街道购买生活用品。 村民为了减少麻
烦，都选择把买卖的东西“攒上”半个月，再
一次性上街买全卖完。

“真没想到， 这山里有通公交车的一
天。 ”坐上宽敞的公交车，透过车窗望向郁
郁葱葱的山、清澈见底的河，残疾人查鲜华
的脸上满是开心的笑。 他清楚地记得，去年

6 月 18 日 202 路公交车正式开通时， 村民
们早早地等候在村委会门口的公交站台
边，想抢个“头彩”、尝个鲜。 去年 7 月，他第
一次领到残疾人公交卡，免费乘坐公交车。

“一趟 3 元，60 分钟 1 班，熟悉时间后掐
着点来，即停即走，方便！ ”从小岭村嫁到大岭
村的祖小敏，以前走路回娘家需要半小时，如
今坐公交只需不到 10分钟。回娘家的次数多
了，公交车拉近了她和亲戚们的距离。

乘坐公交车去置办货物、 外出务工、走
亲访友、拿取快递……如今，大岭村越来越
多的村民像祖小敏一样翻开了生活新篇章。

依托城乡公交一体化交通优势， 大岭
村成功对接引进了药用丝瓜种植项目，流
转 50 亩土地建起丝瓜种植基地，有劳动能

力的老人、贫困群众在基地里从事搭架、栽
种、除草、施肥等工作，赚取务工收入。 公交
开通也促进了沿线农产品流通， 越来越多
的村民到镇上出售自家种的农产品， 大家
从事特色种养的积极性明显提高。2020 年，
大岭村村集体经济收入逾 14 万元，村民实
现全部脱贫。

随着“四好农村路”民生工程和精准扶
贫“双基”建设持续深入推进，农村路网越
织越密， 枞阳县落地实施城乡公交一体化
PPP 项目，于去年 8 月底实现全县建制村全
部通公交。 全覆盖的城乡公交，打通了农村
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密切了村庄和
城镇间的联系， 为当地城乡经济发展注入
了蓬勃的活力。

堵“跑路”,监管不能缺位
韩小乔

入住养老机构已成为重要的养

老方式，然而，近期涉养老机构的服
务纠纷逐渐增多，长沙、南昌等地都
发生了养老机构“跑路”事件，一些
老人数十万元的养老钱被卷走。

近年来， 在国家政策鼓励下 ，
养老产业发展迅速 ，各种资本争相进入 ，其中也有一些别有用心
的经营者并不是想真正从事养老服务，而是为了圈钱。 养老地产、
养老金融、旅居养老等新业态，通常采取“卖卡”预售模式，给经营
者“跑路”留下可乘之机。 一旦养老机构“跑路”或宣布破产，老人
很难讨回押金和预付的服务费 ，不仅造成钱财损失 ，而且会影响
养老市场发展。

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探索更加严格的监管方式。 2020年 11月 1日
起施行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明确，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养老机构服
务和运营的监督检查。南京市规定，养老机构不得以还本付息、给付回
报或者约定回购等方式，诱导社会公众购买养老服务产品、养老公寓、
预售卡、优惠卡，或者投资养老服务项目。长沙市民政局每个季度会对
已办理养老机构许可或备案的养老机构进行数据更新，并在官网和微
信公众号发布，以提醒老年人远离非法集资。

个别养老机构的“跑路”事件，某种程度上说明养老服务市场不
够规范，经营者素质高低不一，亟待创新监管机制。 一方面，民政、公
安、市场监管、卫健、税务等部门要共享数据、联合监管，避免部分养
老新业态“绕开”在民政部门的备案流程，成为监管盲区；另一方面，
民政部门要对养老机构收费进行细化和规范，规定超过一定预付额
度必须委托第三方存管，允许有资产、有实力的养老机构探索会员
制收费方式。

提高行业门槛，让滥竽充数者“进不来”，强化动态监管，让养老
机构“不敢跑”，才能真正把养老市场做大做强，让广大老年人老有
所养、老有所安。

■ 本报记者 程兆 文/图

临泉县长官杂技小镇， 处处活跃着苦练杂
技的身影。这个闻名遐迩的杂技之乡，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杂技爱好者前来求学练技。

临泉杂技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当年的杂耍实现了从
“技”到“艺”的蜕变。如今，全县有专业杂技表演
团队近千支，杂技学校 6 所，从业人员超过 2 万
人，成为临泉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

在临泉县长官镇豪杰杂技艺术学校， 来自
河南省新蔡县的冯家四姐妹格外引人注目。 老
大冯秋香今年 13 岁，2016 年来到这里学习杂
技，最小的妹妹冯晴晴 7 岁，平日里与姐姐们一
起跟着师父练功。她们每天早上 5 点半起床，练
习杂技基本功，压腿、踢腿、活腰、倒立，每个动
作反复练习。因为身材小巧，师父时常教她们钻
桶、柔术，用来训练团队合作能力。在这里，她们
希望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练就一身绝技， 早日
登台演出。除了练功，四姐妹还在这所学校里接
受义务教育，学习文化课程。

淮北全面启动“清河清湖”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李锋）记者从淮北市水务局获悉，
该市近日全面启动“清河清湖”专项行动。 此次行动分为深入排查，
市、县区集中整治，镇、村延伸整治三个阶段，将持续到 6 月 30 日。

淮北“清河清湖”专项行动以县区为基础，最高级河湖长组织开
展责任区段拉网式排查，做到所有设立河湖长的河湖全覆盖；相关部
门和县区针对调查摸底发现的问题，逐项细化明确整改措施、整改要
求、整改时限。 对核查时仍存在的涉河湖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依法整
治，责令限期完成，实现淮北市河湖无“四乱”。

淮北要求各县区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责任， 各级河
湖长要自觉担负起河湖管理保护的直接责任，建立“点对点、长对长”
的问题整改责任网；各级河长办要承担组织协调工作，各河长会议成
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协调联动，共抓落实。

据悉，该市 2021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出现的涉河违建、非法围河
围湖等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将按“顶风违建”依规依纪依法予以处置。

四姐妹学杂技

荨 四姐妹与伙伴们在

排练杂技。

▲ 四姐妹在上文化课。
除了练功，她们像其他孩
子一样，接受义务教育的
文化课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