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 1 月 23 日，东航工作
人员在对飞机客舱喷洒

消毒液。 省民航机场集团
统一指挥协调各机场、汽
车运输、航空物流等单位
春运工作。 东航安徽分公
司加强对飞机各系统的

重点检查和维护。

荩 1月 23 日深夜， 合肥南动车
运用所动车组机械师在检查动车

组头罩。 2021年春运将从 1月 28
日开始至 3 月 8 日结束。 该所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增加作业
场所和动车组的通风、消毒频次，
切实做到闭环管理。

坚守一线备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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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品牌建设 部门协作扶持

铜陵推动农村电商提质增效
本报讯 （记者 刘洋 通讯员 陈震）

眼下正是草莓上市季，在枞阳县，不少扶
贫经营主体、贫困群众种植的草莓，依托
本地电商平台,持续销售到外地。 铜陵市
加强品牌建设，建立部门协作扶持机制，
积极培育农村电商经营主体， 推动农村
电商企业提质增效。 2020 年，铜陵市电
商企业帮助销售当地贫困地区、 贫困群
众农副产品约 5000 万元。

铜陵市促进品牌农产品产业化，加
强电商品牌建设。 政府对农产品中的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 中国驰名商标产品、

安徽省著名商标产品 、 安徽省名牌产
品、食品生产 SC（QS）认证产品开拓网络
销售进行补助， 推动了白荡湖大闸蟹、
白鳍豚小磨麻油等一批知名农产品触
网上行， 提升了市场占有率和美誉度，
打造了一批农业名牌产品，培育出铜陵
蟹之都公司、鲍记蜂业公司等一批农产
品电商企业。

该市建立由商务部门牵头建立与农
业、扶贫、国资、经信、交通等部门共同协
作的扶持机制， 引导本地电商平台和重
点电商企业扩大对本地大宗农产品、特

色农产品网上营销力度， 鼓励大中型商
超、农产品批发市场、运销商以及规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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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等食堂开展本地农产品网购订货；邀
请铜陵以外知名电商企业参与铜陵特色
农产品的推广营销， 拓宽消费终端供给
渠道。

铜陵市还推广 “电商企业+基地+
合作社+贫困户 ”“你种我销 、 你养我
卖 ”等模式 ，以利益联结机制帮助扶贫
基地 （合作社） 销售白姜、 瓜蒌籽、草

莓 、葡萄 、龙虾等农特优产品 。 铜陵市
及该市相关县区还建设线上 9 个 、线
下 3 个消费扶贫专区 ， 促进农产品产
供销各环节电商化。

·编后·
推进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品牌建

设，促进农产品电商产业发展，需要政策
引导和扶持。 铜陵市加大政策和资金投
入，帮助电商企业解决难点、痛点问题，
提升了农村电商企业的竞争力， 延伸了
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产业链。

视 点
浙皖闽赣四市共建“联盟花园”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朱卓 王欣 ）

1 月 22 日，浙皖闽赣四市“联盟花园”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暨签约仪
式采用视频会议形式举行。 会上，浙江
省衢州市 、安徽省黄山市 、福建省南平
市、江西省上饶市四市共同签订 《浙皖
闽赣（衢黄南饶 ）“联盟花园 ”合作共建
协议》。

衢州 、黄山 、南平 、上饶四市地处
浙皖闽赣四省交界处 ， 同属浙皖闽赣
国家生态旅游协作区成员 。 为进一步
加强区域旅游协作 ， 四市决定在浙皖
闽赣国家生态旅游协作区合作框架

内 ，率先启动浙皖闽赣 (衢黄南饶 )“联
盟花园”建设。

按照“联盟花园”共建协议，浙皖闽
赣四市将合作编制区域旅游交通概念性
规划，谋划建设“联盟大道”旅游环线，打
造陆、水、空全方位旅游交通线，重点规
划建设以重要景点为节点纽带的旅游轨
道网络，推进旅游交通一体化。加大四市
旅游“内循环”，研究制定出台四市统一
的激励奖励政策，推进市民待遇、媒体资
源、展会平台等共享，鼓励旅行社客源互
送共招、产品合作共推，研究出台“联盟
卡”，推进旅游市场一体化。

淮南加强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

本报讯（记者 柏松）淮南市开展农
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提升在建
工程项目用工管理正规化、规范化建设
水平 ， 进一步加强农民工工资支付保
障。 2020 年以来，该市共查处拖欠农民
工工资案 98 起，帮助 4900 余名农民工
清欠工资约 6200 万元， 新增案件结案
率达 98%。

淮南市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
项检查、举报投诉专查，进一步压实职能
部门工作责任，强化落实举措，深入开展
根治欠薪专项行动暨执法月活动。 执行
“黑名单”管理制度，以规范劳动用工行
为、 查处各类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案

件为突破口， 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违
法行为的惩戒力度， 将发生拖欠农民工
工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用人单位或相
关责任人，一律纳入“黑名单”管理，充分
发挥失信惩戒震慑作用。

该市以在建工程项目为单位， 实施
“一项一册”， 完善和严格落实用工实名
制、劳动合同、工资专用账户、工资保证
金、按时足额发放等制度，全面提升全市
在建工程项目用工管理正规化、 规范化
建设水平， 从源头上规范农民工工资支
付行为。去年，淮南市拖欠农民工工资案
件数、被欠薪农民工人数、涉及金额较上
年均大幅减少。

萧县推进为民服务“送到家”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王

恒）日前，萧县为民服务 “送到家 ”服务
队将精心挑选的《国家温度》《建设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指导手册 》《萧县城市
变迁》等 10 种、5000 册图书分别赠送到
全县各个镇村，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去
年起，萧县开展“干部讲规矩、群众说事
情、服务送到家”专项活动，充分发挥乡
镇党委、村党组织 、驻村扶贫工作队和
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进为民服
务“送到家”。

萧县开展 “干部讲规矩、 群众说事
情、服务送到家”专项活动，探索为民服
务“送到家”服务。坚持党员干部带头，积
极探索为民服务“送到家”长效机制，重

点改善农户居室庭院，全力推进“洁净卫
生进万家”， 推动镇村人居环境明显变
优，提升乡风文明建设水平。

该县实行村“两委”干部和网格员常
驻服务，主动上门走访，深入调研走访、
听取意见， 帮助包保村协调解决为民服
务“送到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以党建
为引领， 该县动员各类社会公益组织志
愿者与乡村医生、乡村教师、致富能手、
道德模范等专业人才加入为民服务队
伍。目前，该县已组建“送到家”服务队千
余支，吸纳服务志愿者万余人，广泛开展
送金融、送快递、送农资 、送帮扶 、送文
化、送理论、送服务等。

阜阳颍东区加快文旅项目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马伟 记者 安耀武）
阜阳市颍东区把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作为
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新引擎， 进一步加快
文化旅游项目建设。 2020 年，该区文化
旅游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升。
目前， 全区共有规模以上文化旅游企业
15 家，文化旅游产业增加值显著提高。

去年以来， 颍东区优化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环境， 优先保证文化旅游项目用
地，优先办理建设用地供地手续，并提供
“一站式”服务，推动文化产业项目建设
快速推进。

2020 年， 颍东区国家农业公园、老
子街项目、 五彩颍东印象田园等 4 个文
化旅游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为发展
文化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该市积
极谋划编制颍东文化产业园、 皖北民俗
博物馆改扩建、 程建礼剪纸艺术馆等 7
个文化产业项目； 投入 300 万元对 7 个
旅游扶贫村旅游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重
点对 3A 级旅游景区程文炳宅院旅游停
车场和旅游公厕实施改造， 对 7 个旅游
扶贫村游客接待中心和旅游标识标牌进
行了完善。

灵璧开展受救助困难学生摸底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许

聪 ）近日 ，灵璧县 300 余所城乡中小学
校同时启动全员家访活动 ， 对所有受
助学生信息进行全面摸底 、 核对 、登
记，同时开展扶志教育活动 ，鼓励受助
学生树立生活信心 。 灵璧县扎实推进
新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民生工程健
康、有序开展 ，让资助政策惠及每一位
困难学生。

今年以来，灵璧县采取集中培训、视
频会议等形式， 对各级各类学校资助工
作人员进行系统业务培训， 加强相关工
作人员对资助相关政策程序及资助管理

系统的学习，确保系统全面应用，数据质
量全面提升。

该县充分考虑疫情防控期间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实际需求， 进一步简化工
作流程，打通资助最后一公里服务，在各
乡镇中学、 中心学校设立了学生资助办
公室，专人办公，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同
时， 当地教育部门服务窗口及各乡镇资
助服务代办点严格落实资助中心 AB
岗，实行顶岗和互为备岗制度，确保国家
规定的工作时间正常办公， 方便贫困学
生和家长获得及时救助。

1月 24日，肥东县元疃镇塘西村党支部在村“初心堂”内讲党课、说村史。该村在
肥东县建设首个融村史、村优秀党员事迹、党风教育于一体的“初心堂”，让村民能就
近听村史，学党史。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我省唯一进境种猪指定隔离检疫场通过验收

本报讯 （通讯员 周锋 记者 孙言

梅 ）日前 ，位于固镇县的蚌埠鹏睿进境
种猪隔离检疫场顺利通过海关总署验
收 ， 成为我省唯一获批的进境种猪隔
离检疫场 。 该隔离检疫场将于 3 月份

从丹麦引进总值超 4000 万元的种猪
2400 头 ，经过 45 天隔离检疫合格后即
可选育扩繁、补充国内种猪资源。

为全力推进进境种猪隔离场建设，
支持企业引进优质种猪 ， 合肥海关主

动作为 ，获悉企业建设意向后 ，先后派
员 18 人次赴隔离检疫场实地走访 ，从
选址 、隔离规划布局 、功能设施建设及
人员配备 、 兽医卫生防疫制度建设等
方面 ，为企业提供全流程 、全方位指导

和服务 。 多次开展进境种猪有关政策
宣讲 ， 讲解操作流程 ， 为企业答疑释
惑 ， 并结合验收标准向企业提出指导
性意见 ， 帮助企业进一步完善隔离场
软 、硬件建设和管理水平 。 同时 ，制定
检疫监管工作方案 、应急处置预案等 ，
开展进境种猪检疫监管专题培训和非
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演
练 ， 为海关总署验收和种猪进境打下
坚实基础。

医养结合，呵护老人晚年幸福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周若扬

1 月 19 日， 记者来到枞阳县社会
养老服务中心采访时 ，85 岁的鲍兰英
正在用收音机收听黄梅戏。周围的室友
们或坐或站，在户外晒起了太阳。

“现在养老条件好，我们生活也习
惯。 ”鲍兰英笑着说。

在枞阳县社会养老服务中心休养

的 87 岁老人刘乔荣， 因脑溢血留下后
遗症，生活不能自理。在这里，她享受到
医疗、护理“一站式”服务，每天有医生
为她量血压、测血糖。

“遇到紧急情况，我们还有专业医
生做外援。 ”枞阳县社会养老服务中心
董事长左和伢告诉记者， 中心和枞阳
县一家医院签订了医疗服务合作协
议， 中心的老人一旦生病或遇到急危
重症等突发情况， 可迅速转入离中心

只有 3 公里远的医院救治， 救治后再
转回养老中心治疗或康复， 实现了医
养无缝对接。

据左和伢介绍，中心居住的老年人
平均年龄在 75 岁以上 ， 最大的有 97
岁， 能够完全自理的老人只占五分之
一，且老年人普遍具有慢性病多、多病
共存特点，看病就医有“三大难题”：站
不住、挤不动、等不及。养老服务中心的
医养结合模式， 推动解决了 “三大难

题”， 为这里的老年人提供了更专业的
治疗和康复服务。

记者注意到， 该养老服务中心内
还有医务室， 来自结对合作医院的医
生和护士 24 小时轮流在这里值班。 养
老服务中心基本做到了小病中心看 、
住院到医院。

枞阳县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前身为
会宫镇中心敬老院，刚开始敬老院入住
率只有 30%。 采用医养模式后，中心加
大医疗资源投入，护理康复服务不断提
升改善，目前拥有床位 120 张、入住率
达到 100%。 2021 年，该中心二期工程
也将完工投入运营，届时床位数量将提
升至 500 张。

联动服务，助农民工依法维权
■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本报通讯员 胡林

日前 ，52 岁的天长市万寿镇汊河
村村民余林军在与所在务工单位完成
赔偿协商后，顺利回到家乡休养。 去年
10 月， 余林军在江苏省昆山市某建筑
工地脚手架上跌落受重伤， 复杂的维
权过程让他一直无法及时回家。 天长
市劳动保障部门主动派人赶到昆山

市，帮助他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
“受伤后，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心里

慌得不行。镇劳动保障所的同志主动到
工地帮助我维权。 ”余林军说，几个月
前，工地上的一次意外致使他的左腿两
处粉碎性骨折，落下残疾，但伤残等级
鉴定挺麻烦，工伤赔偿事宜一再耽搁。

后来，通过天长市农民工劳动服务
协会万寿镇分会微信群，万寿镇劳动保
障所工作人员得知协会成员余林军遭

受工伤，又遇到维权困难，工作人员特
地赶到余林军务工的工地。 经过协商，
余林军与用工单位达成共识，在取得先
期赔偿款后返乡休养，后续再根据鉴定
结果确定赔偿方案。

“在天长市 ，80%以上外出务工人
员都是农民工协会成员。 ”据天长市人
社局局长刘茂华介绍，该市劳动服务机
构积极组织， 成立市农民工劳动协会，
以镇、街道为单位设立 16 个分会，专门

负责采集农民工务工信息和协调、处理
涉及本市农民工维权问题以及讨薪等
劳务纠纷事宜。

同时，该市还在市、镇（街道）、村三
级建立劳动服务组织，通过划分工作范
围、建立联动机制、明确补贴办法，形成
上下联动服务体系。劳动保障部门还与
农民工主要务工地构建联动服务机制，
依托驻外劳务输出办事处、商会，先后
建立 9 个异地农民工服务之家，并广泛
采集农民工信息， 建立农民工档案，有
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等服务，让更多
农民工安心就业、放心创收。

据天长市就业中心负责人王德俊
介绍 ，2020 年该市转移输出农村劳动
力 6.17 万人，实现劳务收入 41.2 亿元。

茛 1 月 23 日，东航飞行员在做
航前检查。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范柏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