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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兑现“不脱贫不撤岗”的诺言，余静带领乡亲们艰苦奋斗，实现小康梦。日前，她
获评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 2020年“诚信之星”———

坚守承诺，扎根深山战脱贫
■ 本报记者 袁野

走进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 宽敞明
亮的徽派小楼错落有致， 在群山的点缀
下显得格外雅致。已是深冬，每天依然有
一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此处，漫
步在大湾村的小桥流水之间， 处处可以
耳闻目睹大湾村脱贫前后群众的喜悦之
情。 就在 5 年前， 这里完全是另一派景
象：破旧的土房、闭塞的交通、落后的产
业……大湾村第一书记、 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余静初到大湾村时， 面对的就是
这样一个场景。

“余静刚来大湾村的时候，咱们心里
都嘀咕，白白净净、穿着防晒服，这一看
就是个城里姑娘，在咱们这穷乡僻壤，待
得住吗？ ”大湾村党总支书记何家枝回忆
起当年初见余静的印象说。

很快， 余静用实际行动打消了所有
人的顾虑， 全村 37 个村民组分布四处，
山路蜿蜒难行 ， 她很快就走遍了全村

24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从不叫苦叫累。
在 2015 年夏季暴雨过程中，她和大湾村
的乡亲们一起奋战在抗洪第一线。 “日久
见人心， 余静是大湾村发展的主心骨之
一，在咱们村提到余书记，谁不竖起大拇
指？！ ”何家枝说。

2016 年 4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大湾村考察脱贫工作， 并在贫困户陈
泽申家小院举行了一场座谈会。 余静向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承诺：“大湾村一户不
脱贫，我坚决不撤岗！ ”

5 年来， 余静一天也未忘记自己的
诺言。

“多亏了余书记这几年隔三差五找
我丈夫谈话，给我们鼓劲，我们一家子今
天才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说起余静，
大湾村村民肖细雨有着说不完的感谢。

肖细雨是湖北黄石人， 嫁给大湾村
村民杨习伦后第一次回大湾村， 就为这
里的贫穷而惊讶， 而丈夫杨习伦则习以
为常，并没有为了家室生计而努力。 “扶

贫要扶志，只有让杨习伦振作起来，这个
家才有摆脱贫穷的希望。 ”余静说，在走
访中了解到情况后，她下定这个决心，为
此经常找杨习伦谈心，询问他的想法、意
愿，宣传扶贫政策，联络大户指导他养殖
技术，还帮助他选址建舍，鼓励夫妻俩发
展旅游业。

如今， 杨习伦夫妻开办起一家农家
乐， 去年还被评为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先
进个人，生活变化翻天覆地。 “我家现在
每个月能有七八千元收入。 老杨在漂流
公司干活， 每个月也能有 2000 多元收
入。 ”肖细雨说。

杨习伦只是余静在大湾村帮扶的众
多贫困群众之一。 2016 年，大湾村刚刚
开始发展旅游产业时， 当地村民心存疑
虑，担心服务搞不好，没人来……余静就
一遍遍上门，耐心解释政策，逐步打消村
民的疑虑。 “大湾村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是村民脱贫致富的最好途径。 只要能让
大家过上好日子，我多跑一点路、多费一

点口舌没啥关系。 ”余静说。
2015 年，余静到大湾村时 ，她的儿

子 6 岁，女儿不满 6 个月，这些年，陪伴
孩子们的时间屈指可数。 “别人家的孩子
抱在怀里，我的孩子只能养在手机里。白
天要走访群众、晚上要整理材料，忙起来
的时候几天也不得空给孩子说说话。 ”说
起孩子，余静满是愧疚之情。

然而， 当 2018 年选派帮扶工作期
满，有机会回到原单位时，余静却主动向
组织写下申请书，留在大湾村。 “想不想
孩子？ 肯定想！ 但是当时大湾村还有 40
多户群众没有脱贫。 当初的承诺还没有
兑现，我必须留下来！ ”余静说。

2018年 ， 大湾村脱贫出列 ，2020
年 ，全村所有贫困户全部脱贫 。 如今 ，
大湾村已建成 4000 多亩茶园 、32 家农
家乐 ，开发出一系列景点 、发展起了十
里漂流 ， 美丽乡村建设和各项社会事
业快速推进 ， 正阔步走在乡村振兴的
康庄大道上。

精细服务，护航春运平安
■ 本报记者 张鸣

本报通讯员 杜静

1 月 28 日上午 8 时 45 分，合肥南站
北出站口，在合肥市一家医疗机构担任药
剂师的医疗志愿者黄继伟身着防护服，站
在测温门前引导出站旅客有序通过。

当天，2021 年春运正式拉开序幕 ，
记者来到全省最大客运枢纽———合肥高
铁南站，探访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的
春运新变化。

春运首日，无论是在合肥高铁南站
出站大厅还是候车大厅，旅客量较往年
均下降不少。

“以往这个时候的日发送客流量大
约 7 万人，最高峰值约 15 万人，今天我
们测算了下只有 3 万多人。 ”合肥高铁
南站相关负责人说， 受疫情影响，2021
年春运人口流动规模将显著低于常年，
预计节前将持续保持“低运力运转”，节

后出行也将视各地区防疫政策实施情况
而定。

旅客发送量“降温”，合肥高铁南站
的旅客服务和疫情防控形势却丝毫没有
“降温”，服务和疫情防控措施更为精细。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春运前，合肥高铁南
站全面升级了安检测温设备。 在该站三
个出站口，到达旅客需经过两道关口方
能前往各换乘区域。 第一道关口设有两
台自动测温门，旅客逐一通过测温门完
成体温检测，再到第二道关口凭“绿码”
通行。 出站口区域随处可见“规范佩戴
口罩”以及扫码提醒，多名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身着防护服，引导帮助旅客规范快
速通行。

今年， 合肥高铁南站投入新型安检
仪，旅客只需要走进测温安检一体机，静
止站立 2 秒，即可在无接触情况下，采集
人体体表和衣物下物品的成像数据，不
需要旅客与工作人员近身接触。 车站内

的保洁消毒工作也逐渐采取机器人上
岗、无人化作业，通过对重点区域加大消
毒频次，提高保洁效率。

目前， 合肥高铁南站已启动为期一
个月的“温暖回家路 服务春运行”秩序
规范月专项活动，重点整治南广场、北广
场、到达大厅、下沉式广场、换乘大厅等
区域喊客拉客，主次干道、落客平台、匝
道“黑头车”非法营运、违章停车等乱象，
以良好的秩序服务春运， 让旅客平安踏
上回家路。

今年 ，合肥市也制定了 “迎新春 、
送温暖 、稳岗留工 ”政策 ，一些企业结
合自身用工需求 ，合理安排生产 ，以岗
留工、以薪留工。 该市包河区文旅等部
门即将推出 “我在包河过大年 ”迎新春
系列活动 ，结合民俗 、美食 、非遗 、阅
读、欢歌等主题 ，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
文娱活动 ， 让市民和就地过年的职工
开心过年。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步回升
2020年增长 5.1%，民间投资实现正增长

本报讯（记者 胡旭）省统计局新近
发布的 2020 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相关
分析报告显示，全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5.1%，高于全国 2.2 个百分点。 “十
三五 ” 期间 ， 全省投资年均增长达到
9.7%，扩大有效投入投资对于稳定经济
增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了关
键性作用。

2020 年全年投资增速逐月回升。一
季度 ， 受疫情冲击 ， 全省投资下降
11.1%；上半年转负为正，增长 1%；三季
度受特大洪灾影响 ， 回升势头有所放
缓，增长 2.4%；四季度增速加快，全年增
长 5.1%，总体呈现前低后高走势。 一季
度、上半年和全年，我省投资增速分别
居全国第 20 位、17 位和 13 位， 在全国
增速排位逐步前移。

全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0.8%，
扭转了前三季度下降 3%的局面。

2020 年我省实施项目月度集中开
工推进机制 ， 有效调动全省各地积极
性，多数市投资保持较好增势。 全省 16
个市中有 14 个市实现正增长， 特别是

滁州市实现了超过 10%的较快增长。 地
域板块中，皖江城市带增长 6.3%，合芜
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增长 3.4%，皖北
六市增长 2.8%。

全省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次产
业领域投资比例为 1.5∶30.2∶68.3。投资更
多地转向民生领域， 补上民生短板，不
断满足人民期盼。 2020 年全省教育投资
增长 27.6%，卫生投资增长 32.4%，生态
环保投资增长 76.7%。一大批交通、水利
类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全年基础设施投
资增长 10.6%， 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
率由上年的 23.1%提高到 34.7%， 拉动
投资增长 1.8 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全年工业投资同比
下降 4.3%， 制造业投资下降 5.6%，尽
管降幅比前三个季度有所收窄，但仍须
把实施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动、实施
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专项
行动等重要部署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快
项目建设步伐，持续优化供给体系质量
效率。

去年利用省外资金同比增 12.5%

本报讯 （记者 王弘毅 通讯员 张

雅君） 记者 1 月 20 日从省发改委获悉，
去年，全省亿元以上在建省外投资项目
5955 个，实际到位资金 14104.7 亿元，同
比增长 12.5%。 全省亿元以上在建省外
投资项目实际到位资金超千亿元的有 6
个市，分别为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
蚌埠、宣城。

从项目类型看，新建亿元以上项目
4221 个， 比上一年同期增加 689 个，项
目数同比增长 19.5%；新建 10 亿元以上
大项目 364 个， 比上一年同期增加 31
个,项目数同比增长 9.3%。

从产业上看 ，一 、二 、三产业投资
全面增长。2020 年，全省亿元以上在建
省外投资项目到位资金在三大产业分
布为 3.2% 、68.1%和 28.7% 。 一产 、二
产增势强劲，三产增势良好 。 其中 ，一
产项目 270 个，实际到位资金 449.4 亿
元 ， 同比增长 29.2%。 二产项目 4385
个，实际到位资金 9600.5 亿元，同比增
长 13.9% ，值得关注的是 ，化工 、装备
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增势强劲 ， 同比
增幅分别为 24.9%、24.2%和 22.6%。三

产项目 1300 个 ，实际到位资金 4054.7
亿元 ，同比增长 7.8% ，其中金融业和
文化娱乐增势迅猛 ， 同比增幅分别为
76.5%和 53.9%。

2020 年，皖江示范区在建亿元以上
省外投资项目 3899 个， 实际到位资金
9093 亿元，同比增长 13.2%，占全省比重
64.5%。 皖北六市在建亿元以上省外投
资项目 1766 个， 实际到位资金 4407 亿
元 ， 同比增长 12.8% ， 占全省比重
31.2%。 皖西两市两县在建亿元以上省
外投资项目 964 个 ， 实际到位资金
1792.1 亿元，同比增长 20.3%，占全省比
重 12.7%。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在
建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 2444 个，实际
到位资金 5324.6 亿元，同比增长 12.1%，
占全省比重 37.8%。

沪苏浙等重点区域在皖投资占比
提升 ， 长三角一体化成效不断凸显 。
2020 年，在皖投资资金排名前五的省市
分别为：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北京，实
际到位资金 10996.9 亿元 ， 同比增长
15.8%， 占全省比重 78%, 同比提升 2.3
个百分点。

2020年新增市场主体逾百万户

本报讯（记者 彭园园）记者日前从
省市场监管局获悉，2020 年我省新登记
市场主体 104.8 万户 ， 其中企业 35 万
户，同比分别增长 5.8%和 3.1%。

去年 ，我省扎实做好 “六稳 ”工作 ，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在优化营商环境
方面取得新突破。 企业开办实现“全程
网办、 一日办结”。 合肥推行 “智能审
批”，六安建成企业开办 “掌上办 ”App，
马鞍山实现电子营业执照多场景应用；
企业注销实现“一网服务 、集成办理 ”。
全年 4.8 万户企业通过简易注销退出

市场，占企业总注销量的 47.88%。 部门
联合抽查常态化，重复检查发生率下降
了 43.2%。

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
2021 年将持续推进注册登记便利化改
革，巩固深化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改革成
果，简化企业分支机构登记手续，在自贸
区探索实施商事登记确认制改革试点，
全面深化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试点，
积极推进市场监管领域 “企业注销+行
政许可注销”联动办理改革。

全省商务经济总量达历史最高

本报讯（记者 郑莉）记者日前从省
商务厅获悉，2020 年，我省坚持扩规模、
进位次，全省商务经济总量规模达到了
历史最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进
展。 2020 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
1.8 万亿元、增长 2.6%，增速居全国第 3
位，总量提升至全国第 9 位。

去年， 我省进出口首次突破 700 亿
美元大关 ， 达到 780 亿美元 、 增长

13.6%，增速居全国第 6 位，总量提升至
全国第 13 位；实际利用外资 183.1 亿美
元、增长 2.1%；实际对外投资 14.4 亿美
元、 增长 5.6%， 总量提升至全国第 12
位。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同志表示，2020
年，全省商务系统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
商务发展，扎实推进稳外贸、稳外资、促
消费、办大事，促进了消费在全国率先
回升，实现了开放型经济跨越提升。

近日，合肥市蜀山区南七街道举办读书沙龙。 该街道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项
目《慧爱援心》同时启动，通过情景模拟，让居民尝试接纳自己的情绪、用行动调节
情绪。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我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 10.8%
居全国第十位，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本报讯 （记者 汪永安 ）根据 1 月
26 日中国科协发布的第十一次中国公
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 ，2020 年我
省 公 民 具 备 科 学 素 质 的 比 例 达 到
10.8%，居全国第十位 ，超过 10.56%的
全国平均水平，圆满完成了省委 、省政
府在《安徽省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纲要 〉 实施方案 》 中提出的
“到 2020 年 ， 力争全省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的目
标任务。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是指崇尚科学
精神，树立科学思想，掌握基本科学方
法，了解必要科技知识，并具有应用其

分析判断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020 年我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
达到 10.8%，比 2015 年的 5.94%提高了
4.86 个百分点，是自开展公民科学素质
抽样调查以来 ， 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标志着我省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进入
全国第一方阵，也标志着我省公民科学
素质发展整体进入新阶段。

自 2006 年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2010-2020 年)》
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全民科学
素质建设工作，先后制定了《安徽省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2011-2015 年）》《安徽省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6-2020 年）》。 省
政府将全民科学素质列入对设区的市
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全省 16 个设
区的市政府全部将全民科学素质工作
纳入对所辖县级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
核，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
良好局面。

本次调查由中国科协组织开展，旨
在全面了解掌握新时代我国公民科学
素质的发展状况，总结评估 《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2010-2020
年）》的实施情况。调查范围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18-69
岁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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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莉 ）
近 日 ，2 辆 装
载着集成电路
薄膜生产设备
的集卡车从上
海浦东机场运
抵合肥长鑫存
储有限公司设
备搬入仓。 合
肥海关关员现
场迅速完成货
物 检 查 手 续
后， 这套价值
1138.4 万元的
设 备 顺 利 搬
入 并 安 装 至
企业生产线 ，
待 调 试 后 即
投入生产。

这是海关
总署启动长三
角海关特殊货
物检查作业一
体化改革试点
后办理的首票
货物。

据合肥长
鑫存储有限公
司物流总监陈
恒泰介绍 ，此
项改革有效解
决了通关过程
中 的 堵 点 问
题， 降低了口
岸开拆查验对
相关高精尖设
备、 敏感原料
包装的损害风
险， 进一步保
障 了 企 业 权
益， 助力企业
顺利开展生产

经营活动。与原有作业模式相比，进口
设备的通关时间缩短了 4.5 天， 仓储
和物流费用也进一步降低。

近期， 合肥海关和上海海关率先
启动这项海关监管业务改革, 对于一
般信用等级以上的生产型企业， 采用
一体化方式在长三角区域海关申报进
口的特殊货物，不适宜在口岸开拆的，
可在口岸海关完成外形、机检检查后，
运至目的地完成货物检查。

春节临近，安徽庐江台湾农
民创业园安徽兰世界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花卉基地的蝴蝶兰盛

开，吸引市民前来赏购。 该基地
集花卉种苗研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 种植台湾兰花近千种，年
销售达 30 万株。

本报通讯员 柳晓华 摄

兰花盛开引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