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江济淮工程
东淝河船闸主体完工

本报讯（记者 柏松）记者日前从
淮南市发改委了解到， 引江济淮工程
东淝河船闸第 16 段闸室墙顺利完成
浇筑， 东淝河船闸主体工程由此正式
完工， 这是引江济淮七大在建船闸中
首个主体工程完工船闸。

新建东淝河复线船闸设计最大船
舶吨级为 2000 吨级，设计通过能力为
3351 万吨，闸室墙采用整体移动模机
加大型钢模施工工艺分段进行混凝土
浇筑作业，将 15 米高的闸室墙一次浇
筑成型。

引江济淮工程包括枞阳引江枢
纽、庐江节制枢纽、凤凰颈引江枢纽、
兆河节制枢纽、白山枢纽、派河口泵站
枢纽、 蜀山泵站枢纽以及东淝闸枢纽
八大枢纽。 东淝河船闸处于引江济淮
江淮沟通段的末端， 又被称为引江济
淮“凤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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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15选 5”玩法（第 2021026期）

奖等 六省市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元）

特别奖（中 5 连 4） 0 0 0
一等奖（中 5） 86 24 2155
二等奖（中 4） 4626 920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550256 元，安徽投注总额：114630 元
奖池奖金：70710 元

中奖号码 05 09 10 11 1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玩法（第 2021011期）
基本号码 蓝色球号码

05 10 16 23 27 33 14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元）

一等奖 18 1 5425200
二等奖 228 1 41960
三等奖 4092 132 3000
四等奖 143134 4172 200
五等奖 1902016 65624 10
六等奖 15488908 577506 5

全国投注总额：358439884 元，安徽投注总额：13459150 元
奖池奖金：907192691 元

中奖号码
福彩开奖公告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第 2021026期）
2 6 4

奖等 安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单选 423 1040
组选六 1402 173

其他投注方式安徽中奖注数：3222182 注，其他投注方式安徽中奖总额：2178 元。

安徽投注总额：1595262 元。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2021年中奖累计
（截至 2021011期）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一等奖 87 3
二等奖 1529 45

下期奖池（元）：907192691元

当好“新农民”，勤劳种得“幸福田”
■ 本报记者 张敬波

本报通讯员 夏忠羽

1 月 26 日上午， 侯幸福撑着雨伞，
来到承包田里清沟沥水。

“农田开春就要翻耕，下了一夜雨，
要及时清理积水，为春耕做好准备。 ”侯
幸福告诉记者。

今年 55 岁的侯幸福是郎溪县凌笪
乡侯村村民，以前一直在外打工。 2014
年 ，妻子患病去世 ，本人又患有严重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 侯幸福一蹶不振，整

天躺在床上唉声叹气， 感觉生活无望。
当年， 他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帮扶干部多次上门开导，并为他安排了
公益岗位 ，负责村庄环卫清扫 ，每年工
资收入 2 万元左右。 2015 年，侯幸福一
家顺利脱贫。

摆脱了贫困，侯幸福脸上有了笑容，
对生活也更有信心。 “我还年轻，仅仅脱
贫还不够，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过上
更好的生活。我想把富余时间利用起来，
做点其他事。 ”侯幸福告诉记者。

2016 年春， 他流转了 60 亩农田种

植水稻、 小麦等农作物。 乡里派来农技
员，手把手为他开展农技指导。 “育秧、移
栽、治虫等，每一个生产管理环节，农技
员都及时将信息送到我手中， 让我这个
种田的门外汉熟练掌握了水稻、小麦、油
菜种植技术。 ”侯幸福说。

自打承包了农田， 侯幸福忙得像陀
螺， 每天天不亮就开始清理村内主干道
和垃圾桶，早饭后下田打药、治虫、除草。

“他很能吃苦，只要腰痛病有好转，
就跑到田里，一刻也舍不得歇。 ”村民岑
梁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 60 亩农田为
他带来 2 万多元纯收入。 2019 年，侯幸
福在帮扶干部的帮助下申请了 5 万元扶
贫小额贷款，添置了拖拉机等农机具。

“拖拉机可以直接开到田头 ，运送
肥料、粮食方便多了。 ”家里有了稳定的
收入 ， 侯幸福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
2017 年， 侯幸福的儿子成家；2019 年，
他又重新组建了家庭。 “过了年，我准备
再流转 40 亩农田，凑够 100 亩，扩大种
植规模，让日子越来越好。 ”侯幸福满怀
信心地说。

·脱贫之后

传递爱心，就地过年也安心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汪海云

“今年春节不打算回老家 ，就安
心在滁州过年 ， 也不让女儿从浙江
回来 。 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这么
关心，我们也要响应政府号召。”1 月
24 日，在滁州市做环卫工已经 10 年
的河南信阳人杨霞 ， 从社区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手上接过 “就地过年 ，助
力防疫 ” 倡议书和春联大礼包后告
诉记者。

杨霞的爱人在滁州市从事收废
品生意， 小儿子也在滁州市上小学。
“女儿在浙江成家了。 现在我们一家
三口人在一起，在哪都是家。 留在滁
州过年，一样暖心。 ”杨霞说。

为倡导外地职工在滁州市就地
过年，1 月 24 日， 南谯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联合花园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开展了“文明实践日 相约星
期天———抗疫情，就地过年；守传统，
一样暖心”主题实践活动。 社区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早早地把宣传资料、春
联大礼包摆到社区广场上，并设置疫
情防控咨询台和家书代写点，为社区
居民，特别是在滁州市务工的环卫保
洁员、 保安等普通劳动者提供咨询、
服务。

“疫情防控 、人人有责 ；就地过
年、助力防疫。 为做好春节期间疫情
防控工作， 保证您和家人的健康，我
们倡议 ：除非必要决不返乡 ，加强日
常卫生防护……”社区工作人员林琨

宣读了 “就地过年 ，助力防疫 ”倡议
书，志愿者现场解答居民有关留在滁
州市过年的疑问。 为营造浓浓的春节
氛围，让留在滁州市过年的务工人员
感觉到节日温暖，社区志愿者还现场
送上了春联，并为有需要的群众书写
家书。

“通过此次活动发出倡议，鼓励来
滁务工人员就地过年， 让他们感受到
节日的氛围，用温情留住打工人的心，
让外来务工人员愿意留滁、想要留滁、
开心留滁。”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张长青
对记者说， 务工人员在滁州市过年还
需要政府各部门共同努力， 为他们提
供一些生活上的帮助， 通过发放红包
补助、减免房租、劳资维权、医疗保障
等措施，让务工者得实惠、更温暖。

全员参与，垃圾分类成风尚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王晓东

“干电池属于什么垃圾？ ”“一次
性纸杯属于什么垃圾 ？ ”……“我知
道 ! ”“我来答 ! ”近日，在亳州市谯城
区白布社区沁园小区 ， 垃圾分类进
社区宣传正在进行。 主持人一提问，
台下居民就踊跃举手争相答题 ，答
对者可获得垃圾分类桶 、 分类垃圾
袋等实用奖品，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沁园小区是老旧小区，有 5 栋楼
26 个单元 208 户居民。 该小区没有
物业管理 ， 许多居民难以改变生活
习惯，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有难度。 谯
城区城市管理局联合花戏楼街道白

布社区 ，结合该小区实际情况 ，党员
和社区干部带头示范 ， 让小区居民
尽快全面了解垃圾分类 ， 引导居民
正确投放。

“我是党员 ，又是小区垃圾分类
志愿宣传小组组长 ， 除了自己做好
垃圾分类外 ， 还应该带动更多的
人 。 ”唐志玲既是街道包点干部 ，也
是该小区居民 ， 在这次垃圾分类工
作中 ，义不容辞地既当 “宣传员 ”，又
当“辅导员”。

和唐志玲一样， 为推进垃圾分类
在小区落地，该小区 10 名社区党员志
愿者都成了垃圾分类“排头兵”，带动
家人、邻里、亲朋做好垃圾分类，促进
文明习惯养成。

“关于垃圾分类有一个口诀 ：能
卖钱的蓝桶桶 ，易腐烂的绿桶桶 ，有
毒有害红桶桶，没人要的灰桶桶。 太
棒了！ 收藏转发！ 言简意赅！ ”社区
干部金婷婷经常会在所在的居民微
信群中发一些关于垃圾分类的信
息 ， 对分类错误的行为进行耐心纠
正，并 “一对一 ”现场教学 ，传授分类
秘籍 ， 帮助邻居把垃圾分类从口号
变成习惯。

“有人觉得垃圾分类要求太细了，
有点麻烦，但坚持下来后我发现，一点
都不难。”身为党员和社区志愿者的杨
路路， 也常常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垃圾
分类习惯养成心得， 以实际行动号召
居民从自身做起。

池州加快推动林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胜 记者 徐建）
近年来 ， 池州市实施林业增绿增效工
程，大力发展苗木花卉、特色经济林、森
林旅游和森林康养等六大林业产业，加
快推动全市林业提质增效。 目前，全市 2
家林业企业、4 款林产品入选首批国家
森林生态标志产品名单。 石台县和青阳
县将军村入选全国生态旅游扶贫典型
案例。

池州市全面建设林业产业发展基
地，全市发展林木种苗基地规模 12.8 万
亩， 从事苗木生产和销售人员近 5000
人，年销售额 3 亿元以上；引导和鼓励发
展林下种植、 林下养殖等林下经济，全
市林下种植类面积 40 万亩， 年产值 60
亿元，拥有省级现代林业示范区 6家、建

设面积 4.4 万亩，涵盖森林旅游、林下黄
精、 木本油料、 苗木花卉等多个示范类
型，带动 6000 多人增收致富；积极壮大
经果林产业 ， 全市经济林栽培总面积
34860.9 公顷 ， 种植和采集类总产量
70880 吨、 加工产品类加工量 9929 吨，
年产值达 72 亿元。

该市稳步提升森林旅游产业， 石台
西黄山富硒农旅度假区入选国家森林
康养基地。 九华山森林特色小镇、 九华
山莲花峰生态园和仙寓山森林养生基
地均被列入国家森林小镇建设试点，同
时先后成为国家森林康养基地。 该市还
培育龙头企业，去年新增国家林业重点
龙头企业 2 家，并引进木塑材料加工、生
物质气化发电等项目。

铜陵去年进出口总额创新高

本报讯 （记者 刘洋 通讯员 陈震）
近日，铜陵海关发布相关外贸数据，去年
铜陵市进出口总值 527.1 亿元人民币 ，
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6.5%，进出口总额创
下历史新高。

去年以来，铜陵市精准施策，全面落
实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各项措施，加
大对外贸主体的支持力度。下半年，铜陵
市进出口增势明显扩大，自去年 11 月起
全市进出口开始逆转下降态势， 连续两
个月呈现增长且涨幅明显。

铜陵市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保持双
增长，实现一般贸易进出口 401.3 亿元、
同比增长 5.2%， 加工贸易进出口 125.7
亿元、同比增长 11.7%。 私营企业、中外
合资企业增长显著， 中外合资企业全年
实现进出口 190.8 亿元 、 同比增长
17.1%，私营企业实现进出口 41.2 亿元、
同比增长 32.1%。 铜陵市与美洲六国实
现进出口 347.7 亿元， 占铜陵市进出口
总值的 65.9%。

蚌埠多举措支持企业稳产留工

本报讯 （记者 孙言梅）1 月 25 日，
蚌埠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应急指挥部印发《关于 2021 年春节
期间支持企业稳产留工奖补措施的通
知》，从鼓励企业春节期间不停产、鼓励
企业非蚌埠籍员工留蚌埠工作、 鼓励务
工人员在蚌埠就业 3 个方面提出具体举
措支持企业稳产留工， 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蚌埠市鼓励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春节期间正常生产经营，对 2 月份工业
用电量（天然气用量）、应税销售收入同
时达到去年第四季度月平均 70%以上

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分级给予每户
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奖补， 奖补资金
用于企业支付员工节假日法定加班费
以及非蚌埠籍员工家属春节期间来蚌
埠慰问金。 鼓励春节期间正常生产经营
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安排非蚌埠籍
员工留蚌埠工作，在企业给予员工法定
加班费的基础上， 政府按照每人 2000
元的标准给予奖补。

该市还对春节期间与当地规模以
上制造业企业首次签订一年期以上劳
动合同且稳定就业 3 个月以上的人员，
一次性给予每人 1000 元的奖补。

淮南毛集实验区聚力发展现代农业

本报讯 （记者 柏松 通讯员 徐瑞

成）淮南市毛集实验区以推动农业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聚力发展现代农业。2020
年， 该实验区实现农业增加值 63636.5
万元，比 2016 年增长 14.7%。

毛集实验区加快构建“7+1”农业产
业园体系， 即 7 个乡村农业园加 1 个焦
岗湖景区综合农业园。 该区大力建设夏
集优质粮农业园、洼梁休闲观光农业园、
正邦循环生态农业园、 花家湖采煤沉陷

区生态农业园、行洪区适应性农业园、焦
岗湖花卉生态农业园、 穆台莲藕生态观
光农业园等，形成现代农业特色板块，加
快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十四五”时期，该区力争农产品加
工园新增落户企业 10 家以上， 新增规
模企业 5 家以上，争创规模以上农产品
加工企业 30 家， 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
率 90%以上， 年加工销售产值 30 亿元
以上。

全椒成立少先队
校外实践基地
本报讯（记者 殷骁）近日，吴敬梓

纪念馆(故居)作为全椒县首个少先队
校外实践基地正式成立， 共青团全椒
县委联合该县文旅局、 县教体局举办
揭牌仪式，并现场为首批 12 名红领巾
志愿讲解员颁发证书。

为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 积极拓
展少先队校外阵地，团全椒县委、县教
体局和县少工委吸纳整合全椒县内周
岗烈士陵园、县图书馆、吴敬梓纪念馆
(故居)、太平文化街区、县气象地震科
普馆、 全柴集团发动机智能装配生产
线等阵地资源， 打造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传统文化基地，志愿服务基地和国
情、国防、科技教育基地四大类共 10
个县级少先队校外实践基地， 引导少
先队员走出校门， 在实践中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萧县建设智慧司法信息化体系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

兰凯）萧县强化法治建设信息化体系建
设与应用，推进司法行政工作与科技创
新深度融合。 全县司法行政专网实现基
层司法所全覆盖，完成法援中心 、社区
矫正中心 、 公证处等基层网点光纤接
入，信息化支撑能力不断提升。

萧县投入 30 余万元，完成司法联勤
指挥中心实体环境建设并投入使用，以
大数据平台为抓手， 开展日常勤务、政
务监管、服务监管、执行监管等，统筹全
县司法行政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
现重点区域 24 小时可视化管理。 完成
“12348 安徽法网” 试运行阶段店铺设

置、产品发布、信用信息录入等工作，引
入电商服务理念，建立个性化的公共法
律服务店铺和产品，将公共法律服务产
品虚拟化，方便用户根据自身需求发起
订购。

自正式上线运行以来， 萧县创建法
律服务店铺 62 家， 发布法律服务产品
269 个， 网上办理预约服务 63 人次；依
托全省远程视频会见(帮教)平台，积极开
展远程探视帮教工作， 已安排 421 人次
完成亲情会见； 初步建成全县社区矫正
视频监控系统，成功对接宿州市司法局、
省司法厅信息中心，打造“人防”“技防”
相结合的社区矫正日常管理新模式。

1月 25 日，合肥市翡翠路大润发超市，工作人员线上直播推荐烧鸡、八宝饭、火
锅等特色半成品年夜饭。 新春临近，越来越多商家响应“在外务工人员就地过年”的
倡议，推出形式多样、方便快捷的半成品年夜饭菜，满足群众置办年货需求。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1月 26 日，在安庆市宜秀
区五横乡杨亭村农产品年货

大厅，扶贫干部直播销售当地
20 余种特色农产品。 临近春
节，该区在 6 个乡镇同步开展
线上直播带货，一键下单送货
到家。 目前，宜秀区有 112 种
农产品和 4 种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农产品。
本报通讯员 黄有安 程颖 摄

“直播带货”
乡村新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