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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龙头建平台 企业服务网格化

当涂加快壮大优势产业集群
本报讯（记者 贾克帅）当涂县依托

龙头企业共建产业承接平台，实施产业
集群群长制和网格化包保服务，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 加快壮大优势产业集群。
目前，全县已形成智能家电、生物医药、
智慧物流三大产业集群，全县 304 家规
模工业企业中，70%是三大产业集群产
业链企业。 其中，智能家电基地已集聚
各类上下游企业超百家， 年实现产值
56.3 亿元。未来两年，智能家电、生物医

药有望成为两个百亿级产业。
该县依托龙头企业，推进产业园区

共建。 与南京红太阳集团合作共建循
环工业园区； 与宁波奥克斯集团合作
共建智能家电产城一体新城区； 与上
海漕河泾开发区合作共建 “园中园”。
共建园区成为承接产业转移新载体 。
“以家电行业为例，在奥克斯落户之后，
一些本地企业开始转产， 为奥克斯做
配套。 ”当涂经开区经发局副局长宋一

轩告诉记者。
当涂县发挥长三角区位优势，重点

面向沪苏浙等地加大招商力度。该县成
立招商专班，研究大企业、大集团的战
略布局和投资意向，编制项目库、产业
地图、招商方案，围绕智能制造、生物医
药、新材料、现代物流等产业，有针对性
地开展“补链、延链、强链”招商，壮大产
业集群。

当涂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以网

格化服务、全程代办、“标准地”改革等
方式促进项目落地。 同时出台一系列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措施， 实施产业集
群群长制和网格化包保服务。 该县成
立由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
工作专班， 为每个企业提供包保人点
对点服务，收集企业困难，协调各部门
解决。 针对不同的产业集群，聘请行业
专家、重点企业负责人为顾问，提供专
业服务。

视点

招大引强补链 提质升级强链

天长推动主导产业做大做强
本报讯（记者 罗宝）春节刚过，位

于天长市的滁州高新区安徽英发睿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忙碌起来 ，投
资 55 亿元的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
目一期设备正陆续进场安装调试 ，准
备 3 月份投产；总投资 80 亿元的香港
恒通崟乾 7GW 电池片及 7GW 组件项
目也已完成开工前各项准备。 以这两
家招商引资企业为龙头 ，天长市新能
源产业异军突起 ，成长为当地主导产
业之一。

天长市围绕光纤光缆、仪器仪表、

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 医疗器械等优
势产业 ，以及新基建 、新能源 、新材料
等新兴产业 ，招大引强与培大育强并
重 ， 支持本土企业转型升级上新项
目 ，招引有实力的外地企业引领带动
新产业、补齐现有产业链。 去年，该市
新增规模企业 84 家，规上工业总产值
763 亿元 ；新增战新企业 12 家 ，实现
总产值 302 亿元、增长 32%；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 47 家 ，总数达 162 家 ，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 395 亿元。 全市新增外
贸实绩企业 80 家 ，实现进出口 8.3 亿

美元，增长 24.6%。
该市成立光纤光缆和仪器仪表产

业组、 装备制造组、 电子信息产业组
等 6 个产业招商小组， 以及 4 个驻外
招商小组脱产招商。 梳理出 8 个重点
产业的全国百强企业名单 ，编制新基
建 、光缆产业 、仪器仪表 、电子元器件
等 9 个产业图谱， 集中人力、 财力开
展产业链招商。 同时， 选派年轻干部
赴与该市重点产业对应的协会 、学会
以及商会开展驻点招商。 去年， 天长
市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72 个，实现到

位资金 175 亿元， 其中来自长三角区
域项目占比达 64%。

天长市还重点打造金牛湖新区、滁
州高新区、高铁新城、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区以及铜城镇、汊涧镇、秦栏镇、杨
村镇等 6 个镇级工业集中区等承接产
业转移平台。同时，盘活工业用地，建设
人才科创城，搭建创新创业平台，设立
科工产业发展基金，发债募集、过桥担
保、培育扶持上市，帮助企业提质升级。
去年，该市位列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分类考核第一。

地表水质量黄山池州铜陵排名前三
本报讯（记者 夏胜为） 日前，省生

态环境厅公布 1 月全省 16 个地级市地
表水质量排名。 黄山、池州、铜陵排名前
三位， 其中黄山市地表水质量最好。 蚌
埠、淮北、池州地表水质量同比改善幅度
居全省前三。

排名采用水质指数大小来确定，指
数越小表明地表水质量越好。 参与水质
指数计算的有 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
数、生化需氧量、氨氮等 21 项指标。

排名表还通过水质指数变化率反映
各市与上年同时段相比地表水质量下降、

持平、改善情况，大于 0代表下降，等于 0
代表持平，小于 0代表改善。 统计显示，安
庆、黄山、亳州、芜湖、马鞍山、阜阳等市水
质指数变化率大于 0，其余 10个市数据均
小于 0， 与上年同时段相比地表水质量改
善。 蚌埠改善幅度最大，为 18.76%。

我省首次利用贷款建设国家储备林

本报讯（记者 罗宝 通讯员 王虎）2
月 25 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
与滁州市全椒县森园公司签订国家储备
林基地建设项目协议， 我省首次利用金
融机构贷款建设国家储备林基地项目正
式落地。 项目总规模 39.9 万亩，总投资
38 亿元。

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是提升森林
质量，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举措；是
有效培育大径材 ，增加森林蓄积 ，保障
国家木材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显著提高
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 ，如期实现 “碳中
和”的重要途径。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
徽省分行与省林业局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积极探索政策性金融支持林业资源
开发与保护，支持林长制改革的有效途
径，累计审批支持林长制改革贷款 48.2
亿元， 投放各类信贷资金 21.8 亿元，去
年推动了全国首个林长制项目贷款试
点在安徽省落地。

全椒县将利用此次国家储备林项目
政策性贷款资金， 大力发展薄壳山核桃
产业，以国有和集体林地为引领，继续实
行县级财政补助政策， 引导更多有实力
的企业投资薄壳山核桃产业建设 ，到
2030 年形成成片种植面积 25 万亩的规
模，打造千亿薄壳山核桃全产业链，做强
“中国碧根果之都”。

淮南夯实农村水利基础设施

本报讯 （记者 柏松 通讯员 何金

坤）淮南市夯实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努力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淮南市积极推进农村供水工程规模
化和城乡一体化目标， 不断提升农村供
水标准和质量。 编制完成灾后水利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谋划瓦埠湖、梁家湖、肖
严湖泵站等项目 71 个， 匡算投资 68.84
亿元； 深入推进总投资 60.61 亿元的淮
干正峡段行洪区调整和建设工程， 今年
计划完成投资 25 亿元；督促相关县区完

成行洪区堵口及水毁工程修复， 全力推
进灾后水利建设。

该市扎实推进江淮分水岭地区水
资源优化配置工程建设，有效保障寿县
地区用水，推进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
造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农业用水方式转
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水资源。 并
聚集河流湖泊安全，落实河湖长制各项
任务，持续改善河湖管理面貌 ，实施瓦
埠湖、高塘湖 、焦岗湖等水生态综合治
理工程 ，减轻水生态损害 ，保障河湖基
本生态环境。

宿州埇桥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宿州市埇桥
区开展“四送一服”双千工程，进一步简
化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
实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加快推进“一
网通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截至去年底，全市已“零成
本”开办企业 6000 多家。

埇桥区推进企业登记便利化进程，
进一步简化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
记手续，实行“申报承诺+清单管理制”，
允许“一址多照”“一照多址”，有效释放
场所登记资源。

该区全面实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
化 ， 实现企业名称网上查询 、 网上申

报 ，实现 “全流程 、无纸化 、零见面 ”的
登记新模式 ，让信息 “多跑路 ”，让群众
少跑腿。 截至 2021 年 1 月， 全区新增
市场主体 31717 家 ， 其中新增企业
6724 户 、新增个体工商户 24790 户 、新
增农民专业合作社 203 家 。 全面推行
企业注销登记改革 ， 实现企业退出便
利化 ，至 2020 年底 ，埇桥区全面实现
企业注销“一网”服务。

埇桥区加快推进 “一网通办 ”，引
导办事企业和群众在网上办理业务 。
目前 ， 区级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服
务中心。

绩溪开发公益岗位促困难人员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周明助 记者 张敬

波）绩溪县通过深挖岗位、搭建平台、落
实补贴等举措， 大力推进公益性岗位开
发，民生工程精准落实到位，倾力促进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

绩溪县充分依托乡镇、村（社区）两
级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结合就业援助月
等专项活动， 对全县公益性岗位开发单
位进行摸底调查， 全面掌握岗位需求情
况，并根据困难人员就业失业动态，鼓励
企业开发公益性岗位。 2020 年共开发公
益性岗位 195 个。

为帮助困难群体就业，该县通过政

府网、微信公众号和乡镇宣传栏 、招聘
会、企业微信群等渠道 ，打造线上线下
宣传平台，宣传公益性岗位开发相关政
策， 详细介绍公益性岗位开发程序、对
象、时间、薪酬待遇、补贴政策及办理流
程等内容。

该县兑现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保补
贴，定期对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的在岗、
社保缴纳和工资发放情况进行核查，充
分发挥就业资金在岗位开发、 促进就业
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就业困难人员权益。
2020 年，该县共发放公益性岗位社保补
贴和岗位补贴 144 万元。

6人涉嫌“场外配资”被公诉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彬 孙照柱）近

日， 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检察院就一起场
外配资案件以非法经营罪对 6 名被告人
提起公诉， 这是我省首例起诉的场外配
资刑事案件。

2020 年 6 月以来，吴某等人以某公
司名义开展场外配资业务， 该公司收到
客户保证金后，通知金主按照 1∶4 或 1∶8
不等的杠杆比例将配资资金转入自己实
际控制的证券账户内， 再给客户分配分
仓系统子账户及密码，并设置预警线、平

仓线进行实时监控。 当客户股票交易亏
损至其保证金的 60%时系统自动预警，
要求客户追加保证金； 若未及时追加导
致继续亏损至其保证金的 50%时，系统
强制平仓。至案发时，吴某等人为何某某
等 20 余位客户场外配资达 4300 余万
元，获利 37 万余元。

铜陵市铜官区检察院依法审查，并
认定吴某等 6 人的场外配资行为严重扰
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经
营罪。

·社会广角·

2月 28日, 合肥市蜀山区科协在荷叶地街道浅水湾社区开展 “魅力蜀山 全民科普

行”活动。 在活动现场，青少年通过实际操作体验，了解科普知识，开拓科学视野。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皖北煤电开行
集装箱煤炭列车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刘

海燕）2 月 24 日上午，随着汽笛鸣响，
装有 48 车集装箱的列车， 满载 1530
余吨煤炭， 从皖北煤电集团公司钱营
孜煤矿发往凤阳县珍珠水泥厂。

较以往铁路敞车运输， 集装箱运
输方式具有全封闭、无撒漏的优点，不
会对环境造成扬尘污染，可以做到“煤
不落地”和“点对点、门到门”的全程绿
色清洁运输，更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据皖北煤电集团公司销售公司经
理李杰介绍， 传统的煤炭销售都是火
车散货运输， 这次皖北煤电集团公司
改变传统的煤炭运输方式，由“散”改
“集”，采用集装箱“打包”运输，有利于
减少煤炭运输环节对环境的污染。

据测算，此次 48车集装箱混煤，可
节约成本 20万元至 30万元，且铁路运
输部门在价格方面给予运费降低 10%。

铜陵举行
“春风行动”招聘
本报讯（通讯员 吴彬 方文婷）近

日， 铜陵市人社局会同铜陵市扶贫开
发局、市总工会、市妇联、市残联等联
合举行 2021 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

本场招聘会共有 62 家用工单位
参会，提供就业岗位约 2200 个，进场
求职者近 2000 人次， 求职报名登记
535 人次。 当天下午，铜陵市人社局还
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新春公益网
络招聘会，着重推介该市 26 家重点缺
工企业岗位信息。

三次援藏支教 情牵高原学子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于金龙

“刘妈妈新年吉祥如意，扎西德勒！”
援藏支教 3 年半的淮北市第七中学教师
刘先美， 今年在家中收到了西藏山南市
第二高级中学师生的祝福。

2017 年，刘先美响应号召，申请加
入安徽省第二批 “组团式” 教育援藏团
队，前往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支教。2018
年，她再次留下。 2019 年，她又踏上为期
3 年的第 3 次援藏之路，倾情三尺讲台，
把爱和希望播撒雪域高原。

初到山南，刘先美的高原反应很大，
气喘、胸闷、头痛欲裂，嘴唇发紫干裂，鼻
子里是一团团的血块……好几次， 她被
学生扶回宿舍。

刘先美一周上 26 节课。 课前，她带
领学生玩成语接龙游戏，开展生字词速
写比赛、即兴表演、主题演讲等活动，以
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课堂上，她放
慢语速、采用大量板书、用心设计导语；
课后，她当面批改作业 ，对学生一对一
辅导。

作为学校教研室副主任、 汉语教研
组长， 刘先美在每周一下午汉语组集体
备课日， 安排 3 个年级组统一进行教研
活动，让教研活动定时间、定地点、定内
容。 她上好公开课、示范课，做好“传帮
带”，以研助学、以研促教，促进当地青年
教师成长。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刘先美开通
网上课堂。 当了解到一个叫桑旦的孩子
只能到外面的山上露天找网， 她通过支

教学校联系当地电信部门， 帮桑旦家装
上了无线网。她利用晚上时间，单独给学
生格桑顿珠上网课。即使在淮北休假，刘
先美对学生的辅导从未间断……

平措央金和边巴顿珠是她入藏后定
期资助的藏族孩子。几年来，刘先美向藏
族同胞爱心捐赠款物价值 1 万余元。 受
资助的孩子都亲切地喊刘先美“阿妈”。

援藏期间，刘先美的儿子正读高三，
父母体弱多病。 而她一直坚守在雪域高
原。她说：“我喜欢这片蓝天，更爱这里的
孩子。沐浴教育之光，这群孩子一定会像
高原雏鹰一样展翅翱翔， 像格桑花一样
绚丽绽放。 ”

几年来， 刘先美先后获得西藏自治
区骨干教师、山南市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山南市优秀援藏干部等荣誉称号。

·百姓故事

梯田层层彩 游客纷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