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8 日，歙县雄村乡卖花渔村花农汪树国和妻子在整理梅花盆景，他家每年
出售盆景近 400 盆，收入近 30 万元。近年来，卖花渔村大力发展盆景苗木产业，全村
家家种植盆景花卉，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7 万元。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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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制礼包，情暖青年职工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王盟 李猛

“我的家乡在吉林通化，今年选择
留在矿上过年。 虽然不能和父母团聚，
但在这里同样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2
月 5 日，淮北矿业集团袁店一井煤矿见
习技术员蔡连泽说。

淮北矿业集团通过订制针对青年

职工的个性化礼包， 积极鼓励引导外
地单身青年职工留企过年。 开展摸排
统计， 了解外地青年职工留企过年情
况，引导家在中高风险地区的职工就地
过年。

连日来， 该集团先后组织召开 10
多场煤矿、选煤厂等企业“留企过年”青
年座谈会，了解单身青年工作、学习和
生活情况，倾听需求诉求，帮助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并为每一名留企过年外地
单身青年职工准备了春节礼包。 “日前，
矿区共有 201 名外地单身青年选择留
企过年。 ”淮北矿业集团团委负责人告
诉记者。

春节前后， 淮北矿业集团团委联
合工会女工部开设线上 “青年空中恋
爱课堂”，帮助单身青年树立积极健康
恋爱观， 指导青年人际交往技巧和基

本礼仪等； 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网络
看春晚、视频拜大年等线上活动，持续
发布系列精选好文、贺新春短视频，更
好地满足留企过年单身青年职工精神
文化需要。

春节期间，该集团各矿厂将通过幸
福年夜饭、打平安电话、线下文娱赛等
一系列暖心举措，让青年职工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春节。

真心关怀，留企职工安心
■ 本报通讯员 张玉荣

本报记者 张敬波

2月 2日上午，宣城经开区安徽联合
飞彩车辆有限公司车间，23 岁的河南小
伙裴默涵在进行焊接作业。 “当地政府和
公司用‘薪’留人，更用‘心’留人。 我原本
计划返乡过春节。 现在改了主意，要留在
宣城安心过个年。 ”裴默涵说。

临近春节，安徽联合飞彩公司就开
始动员外地职工留宣城过年，并在经开
区管委会提供的 500 元春节红包、200

元万达消费券、重点景区畅游卡等“八个
一”礼包外，再额外奖励就地过年的职
工。外地职工就地过年奖励、春节红包、3
倍加班工资、带薪补休等，综合下来，在
原工资基础上，约增加了四五千元奖金。

来自湖北黄冈的备料班长叶贵阳
早早就决定留下来。 “不仅是为了响应
号召，还为了还公司一份‘人情’。 ”他清
楚记得，2020 年春天，因疫情在家整整
耽搁了 3 个月， 公司不仅没有一声催
促，反而每月一分不少地照发工资。 这
份温暖一直保存在叶贵阳的心里，当公

司动员大家就地过年、 留岗生产时，他
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安徽联合飞彩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
罗振华介绍， 眼下公司已经接到了 300
多台车辆订单，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00%
以上， 年前一线技术工人特别是气保焊
工非常紧缺。 公司 30多名外地职工愿意
就地过年，为合理安排生产打下了基础。

女工孙波云和丈夫、儿子都是该公
司焊工，他们来自江苏宿迁，也积极响
应号召留在企业过年。

“公司给出了非常好的福利，特地

留下了大厨，不仅安排了年夜饭，食堂、
班车、宿舍也都正常提供服务，在哪过
年都是过。 ”她说，全家还准备用开发区
管委会发放的景区门票和消费券，在假
期中四处走走。

今年，安徽联合飞彩公司有一半外
地职工留在了宣城过年。 在宣城经开
区， 很多企业从吃穿用住到娱乐休闲，
想尽办法。据初步统计，截至 2 月初，宣
城经开区共有 88 家规上工业企业、14
个重点工业项目中有外地职工留宣过
年，预计人数 1300 名左右。

合肥火车站地区综合改造完成 � � � � � 2月 9日晚，经过夜景亮化改造后的合肥火车站全新亮相。 目前，合肥火
车站地区综合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完成，合肥火车站主体建筑与站前路两侧 18
栋楼宇建筑、2座天桥、胜利路周边夜景亮化融为一体。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家访送关爱 牵手留守娃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路璐

“寒假期间，看书的同时也要注意放
松和休息。”2月 1日，虽然冬日细雨蒙蒙，
但铜陵市双狮西村黄小平的家里却暖意
融融。 “老师上门家访，还为我们送来牛奶
等慰问品以及慰问金，学校和老师们真的
很有心。 ”黄小平连连称谢。 寒假到来，铜
陵市各级各类学校通过多种渠道增进家
校沟通， 帮助解决贫困学生家庭实际困
难，让爱心在寒假里温暖传递。

“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爱让我感到爱和
温暖，我将会努力学习改变命运，有朝一
日用自己的爱去温暖别人。 ”在铜陵市五
中一场主题为“爱心资助在行动，育人活
动暖校园———爱心接力二十年” 的助学

活动仪式上， 获得捐款资助的高二 3 班
王同学的发言赢得了现场热烈掌声。

结合今年许多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就地
过年的实际， 铜陵市教育部门部署开展组
织一次全面摸排、落实一名结对教师、安排
一次爱心家访、 开展一次暖心活动 “四个
一”活动，制定春节期间留守儿童结对帮扶
计划，以小组活动、志愿服务等形式引导留
守儿童开展给父母写一封信、 画一幅画等
积极向上的文体活动。 “我们希望通过活动
的开展，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也为在外
‘就地过年’的家长们解决后顾之忧。 ”铜
陵市教体局团委书记管婷婷表示。

“我要谢谢志愿者叔叔阿姨，他们送给
了我最想要的新年礼物。 ”2月 2日一大早，
在义安区西联镇三义村，9岁的查韩孙收到
了铜陵市阳光少年公益协会送来的 “新春

暖心包”。 暖心包里不仅有米、油等生活必
需品，还有查韩孙期待已久的各种礼物。

连日来，铜陵市民政部门积极行动，
针对留守儿童开展送家风故事、 送家教
服务、送法治安全、送社会关爱 4 项主题
活动。 该市 41 名乡镇儿童督导员、453
名村（居）儿童主任和 10 多家社会组织，
多方式排查摸底，对困境、留守儿童进行
兜底监护。同时持续推动“政策宣讲进村
（居）”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委托照
护责任宣传， 引导被委托人履行委托照
护责任，加强与被照护人情感交流，民政、
教育、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防溺水、防火、
防触电、 防交通事故等安全教育和培训。
铜陵还加强相关信息动态管理，确保每名
孤儿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都有监护人，保
障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合法权益。

宿州优化农机“一站式”服务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宿州市坚持

扩面、增类、提标，对适合当地补贴范围
内的机具全部落实补贴，优化农机购置
补贴“一站式”服务。 2020 年，全市累计
落实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2.45
亿元，补贴机具数量 2.57 万台，直接受
益农户 2.01 万户。 这是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实施以来，宿州市补贴资金使用最
多的一年。

宿州市以促进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
高质高效发展为基本要求，突出重点，全
力保障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生产全程机械
化的需求，大力推广节能环保、精准高效
农业机械化技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优

先对秸秆综合利用、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机具进行补贴。同时将果树修剪机、果
树施肥机、 果树轨道运输机、 水果分拣
机、食用菌装瓶（袋）机、薯类收获机、花
生收获机等特色机械纳入其中， 做到敞
开补贴、应补尽补。

为方便购机群众，宿州市实行一站
式服务，推出手机应用方便农户申请办
理，2020 年共受理农户网络客户端申请
18241 份， 占受理总数的 74%。 该市全
面实行补贴信息、 资金进度实时公开、
补贴申请受理和资金兑付限时办理，有
效缩短办理时长，确保全程公开、公平、
公正。

淮南警民联手防范电信诈骗

本报讯 （记者 柏松 通讯员 芦超）
2020 年起，淮南市聚焦群众关注的电信
网络诈骗等民生案件，强化警企共建，创
建矿区“反诈联盟”，进一步提升防范电
信诈骗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一年来，公
安民警通过预警已成功制止 7 起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

淮南市公安局积极与辖区企业淮
河能源集团 、东方医院集团对接 ，结合
“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 ”， 全面汇聚社
情民意 ，在辖区内构建了警企反诈 “一
盘棋 ”。 “反诈联盟 ” 在线上建立微信
群 ，邀请辖区综治 、工会 、保卫等单位

负责人等加入 ，并成为联盟中的一员 ；
线下充分发挥指导辖区企业平安建设
的职能作用 ， 组织警力走进学校 、医
院 、 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普法教
育、防诈反诈 、禁毒防毒等形式多样的
宣传活动。

通过推广使用“金钟罩”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小程序， 淮南市公安局淮舜分局
通过科学警示，民警主动发现疑点、及时
帮助群众报警防范，构建一道防范壁垒。
截至目前， 辖区企业在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小程序上累计注册用户 34000 余人，
累计受保护人数 35000 余人。

滁州南谯区村企联建壮大集体经济

本报讯 （记者 罗宝 通讯员 董超

周钟鸣）滁州市南谯区探索“村企联建”
模式，积极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培育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 截至 2020 年底，该区 63
个涉农村（社区）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
入达 3079 万元， 较 2019 年末实现了翻
一番，年收入 50 万元以上经济强村发展
到 18 个。

南谯区推动农村“三变”改革，集体盘
活闲置土地资源 9000余亩。 该区施集镇
井楠村将 7140平方米闲置宅基地（住宅）
出租给井楠文旅公司，村集体经济收入同
比增长 100%；章广镇太平集村将 1280平

方米闲置宅基地新建村集体自营中草药
加工厂，年均增收约 30万元。

该区从要素、资金、金融及产品销售
等 4 个方面出台优惠措施激励企业参与
“村企联建”， 统筹各级财政资金超 800
万元， 带动社会资金约 8 亿元、 土地约
200 亩投入“村企联建”项目，推动全区
29 个村与 44 家企业实现联建， 带动返
乡农民创业项目 9 个。同时，支持村集体
经济组织创办合作社、 产业协会等 57
家，鼓励社会资本与土（林）地、人力等生
产要素结合，共谋划“村企联建”劳务合
作项目 11 个，累计投资额超 6.5 亿元。

潜山技能培训助农村妇女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潘艺 余智鑫）潜山
市广泛动员农村妇女参加以家政服务为
主的职业技能培训， 帮助参训女性顺利
就业。 去年以来，该市共有 1200 多人参
加家政 (月嫂 )培训，其中家庭贫困妇女
300 余人。

潜山市是全国“百城万村”家政扶贫
试点县（市）。 在帮助参训妇女本地就业
的同时， 该市与省内外就业单位签订合
作协议，专车输送到北京、上海、杭州、合

肥等地就业，实现“培训+就业 ”无缝对
接。目前，该市与对接城市企业签订接收
协议 550 余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193 人。

潜山市在湖州、西宁、上海等地建设
驻外农民工综合服务站， 为贫困劳动力
提供就业信息咨询和牵线搭桥服务，并
积极帮助潜山籍农民工解决在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困难。

恢复美家园 群众过暖冬
■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本报通讯员 赵德斌

去年，庐江县出现洪涝灾害。 眼下春
节临近，当地生产生活恢复情况如何？2月
1日，记者来到该县走访溃破圩口淹没区。

“现在环境建设好了，感觉心里特别
舒坦。”位于石大圩的庐江台创园新渡社
区村民王来芳正在散步， 谈起村里的变
化，她格外高兴。

“洪水退去后，看到地面上堆积的淤
泥和墙壁上绿油漆样的浮萍， 我当时恨

不得大哭一场。 ”王来芳说，正在一筹莫
展时， 她所在的台创园管委会迅速组织
人手，清淤泥、运垃圾，开展环境消杀。

“我们对新渡社区的街道、小区和村
庄的外立面进行粉刷，还全面提升道路、
绿化、改厕等人居环境，快速恢复洁序家
园面貌。 ”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汪敏说。

如今， 在新渡社区房前屋后的道路
两旁，记者看到铺设了花砖，栽种了花草
树木，安装了路灯，恢复了美丽模样。

在施湾村张墩组村民陈尔英家中，
记者看见洁白的墙壁、 锃亮的红门和明

亮的窗户。去年，陈尔英家的房子遭到了
损毁。 当地干部结合困难群众危房改造
政策，找来专业施工队，进行了维修。

施湾村张老组村民张德青说，洪灾过
后，管委会为他家送来了被褥等生活必需
品，还分批送来食用油和大米。 “这些棉被
手摸着就暖和，我都舍不得用。 ”张德青边
说边拿出当地干部送来的棉被说。

庐江县台创园管委会党工委书记俞
德胜介绍：“早在入冬前， 园区就积极开
展灾后房屋重建，及时发放救灾物资。目
前，园区群众的生活秩序已恢复正常。 ”

萧县冷链食品
集中监管仓投运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张

祖北）1 月 29 日， 萧县首个进口冷链
食品集中监管仓正式投入运营。

该监管仓实行报备制集中监管，
所有在萧县贮存、加工、销售的进口冷
链食品， 一律先行运抵仓内进行统一
查验、核酸检测和外包装消杀，核酸检
测结果为阴性的， 方可出仓流通。 同
时， 监管仓要求货主提前 24 小时预
约， 并在安徽冷链食品追溯平台录入
待检食品检验检疫报告、报关单、核酸
检测报告、消毒证明四证信息，待平台
生成追溯码后， 方能拿到监管仓出库
证明再运出销售和使用。

当涂公安建成
DNA实验室
本报讯（记者 贾克帅 通讯员 卫

学超）日前，当涂县公安局 DNA 实验
室建成并投入运行。

近年来，DNA 技术被公安机关广
泛应用于个体识别、亲权鉴定等方面，
在侦查破案、 打击罪犯活动中存在不
可替代的作用。当涂县公安局 DNA 实
验室按照公安部 DNA 实验室建设标
准建设，总面积 450 平方米，主要建有
数据分析室、受理大厅、初检室、微量
物证提取室、常量物证提取室、PCR 扩
增室、DNA 测序室等 16 个功能区间。
目前，通过 DNA 检验侦破各类刑事案
件 4 起。

·市县点击· 砀山开展大气污染专项防治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艳

龙）日前，砀山县某建筑工地黄沙等建材
露天堆放，造成扬尘污染隐患较大，在相
关职能部门的监督下，采取有效覆盖、围
挡等防扬尘措施，目前已清理完毕。

砀山县扎实开展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集中攻坚专项行动， 成立 2 个大气督查
组，坚持每天 24 小时巡查，不断加大禁
燃区内涉气企（事）业、单位突击检查力
度，对违法违规工业企业、浴池、餐饮（单
位食堂）、散煤点等立案查处，限期整改
或拆除。

该县开展建筑道路施工和工地扬尘

等专项治理行动， 对 30 余家建筑工地、
214 家企业采取超常规措施， 加强 6 家
渣土运输公司监管； 持续开展餐饮油烟
污染治理，对 1340 余家餐饮饭店进行执
法检查，排查整治 178 家餐饮经营户。严
把 310 国道 、101 省道和县 （镇 ）道路与
城区道路结合部等路段管控力度， 实施
重型车辆管控，查获违禁车辆 205 台。实
行环保、气象联合会商工作机制，启动 5
次重污染天气预警公告。 开展轻中度污
染管控、重污染管控，对 214 家工业企业
采取限产、停产或错峰生产措施，不断提
高县域环境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