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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前两月网络零售额增速全省第一

本报讯（通讯员 吴彬 陈震）今年
以来， 铜陵市电商产业呈现出良好发
展态势，网络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据省商务厅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 月
至 2 月， 铜陵市实现网络零售额 3.63
亿元，同比增长 88.7%，同比增速位居
全省第一。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铜陵市
商务局等部门和各县区努力做好市场
供应保障工作， 引导线下实体商贸企
业发展电子商务、鼓励新零售发展，实
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积极推动农村

电商工作，力促消费转型升级。
该市引导各商家积极拓展线上

渠道，通过主流电商平台 、线上商城 、
微信群、小程序 、直播带货等 ，不断创
新消费模式 ， 促进传统零售业线上 、
线下融合 。 网上年货节 、网上年夜饭
预订等活动的开展 ，使得当地市民的
网络消费潜力得到了充分释放。 直播
带货 、社区团购等电商助农新业态被
激发 ，农产品供给和消费均加速向线
上转移，电商缓解农产品 “卖难 ”成效
明显。

合肥一季度轨道客运同比增长近1.5倍

本报讯（记者 范克龙）一季度，合
肥轨道交通线网共计安全运送乘客
6336.7794 万人次 ， 同比 2020 年增长
142.60%，较 2019 年同期增加 52.78%，
客运量创一季度历史新高。

一季度合肥轨道交通各线路客流
较以往大幅提高。 1号线累计客运量为
1844.8180 万人次 ， 同比 2020 年增长
110.61% ；2 号 线 累 计 客 运 量 为
2428.5823 万人次 ， 同比 2020 年增长

120.56% ；3 号 线 累 计 客 运 量 为
1801.1719 万人次 ， 同比 2020 年增长
183.67%；5号线累计客运量为 262.2072
万人次。

目前， 合肥轨道线网实现四线联
运，网络化效应逐步显现，线网客流稳
步增长，合肥轨道交通根据客流动态，
灵活调整运输组织方式 ，2021 年一季
度高峰时段列车满载率约 70%， 有效
满足广大市民乘车需求。

3月 30 日，淮河凤台段淮水三湾，绿油油的麦田与金黄色的油菜花交相辉映。 近年来，凤台县大力建设美丽乡村和乡村旅游示范点，淮河三湾的优美景观，吸引了大
批游客。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春光入画

倾心为民的“刘调解”
———记无为市司法局泉塘司法所所长刘青草

■ 本报记者 沈宫石

“遇见烦缠不用慌， 司法所找刘调
解”，这是无为市泉塘镇群众时常挂在嘴
边的口头禅，话语里透着信任与钦佩。

“刘调解”名字叫刘青草，无为市司
法局泉塘司法所所长， 参加工作 16 年
来，她就像一棵扎根乡村的青草，与群众
紧密团结在一起， 不断探索调解工作方
式方法，巧断“家长里短”，为群众排忧解
难；用责任与担当化纷解扰，筑牢基层维
稳“第一道防线”。近年来，刘青草先后被
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2019 年度安
徽省巾帼建功标兵、2019 年度安徽省司
法行政十大榜样人物。

说起刘青草，泉塘社区的梅某某流
下了感激的泪水。 因诈骗罪被判处缓刑
的梅某某刚到司法所报到时，情绪十分
消极，一度有轻生的念头。 刘青草主动
将梅某某作为自己“一对一”管理对象，

一趟趟上门走访，化解了他与家人的隔
阂 ；一次次心理矫治 ，融化了他心中的
坚冰。 在刘青草的帮助下，梅某某服从
司法所矫正监管，还积极主动帮助有困
难的群众 ，平稳度过了矫正期 ，开启新
生活。 4 年来，在刘青草帮助协调下，泉
塘司法所共安排 30 余名社区矫正对象
到各类企业务工，协助 13 名社区矫正对
象自主创业。

用脚步丈量责任，用真情书写担当。
刘青草把人民调解“挺”在前面，将矛盾
最大限度化解在基层，“一站到底式”解
决，让“枫桥经验”在泉塘落地生根。

2020 年 3 月 23 日下午 ，22 名农民
工从数百公里外来到泉塘司法所， 向村
民周某讨要工资。 因双方对工资结算标
准认定存在相当大差距， 几经争执无法
达成一致意见。得到消息，正在防控新冠
肺炎疫情卡口值班的刘青草主动介入，
采用“背靠背”调解法，分别做农民工和

周某的工作，终于将双方工作做通，并签
订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调解协议。 周
某将工资款以现金方式带到司法所调解
室，由司法所工作人员清点核算，并监督
发放。

在多年的调解工作中， 刘青草始终
秉持一个信条：“迈开腿”走入田间地头，
“张开嘴”主动嘘寒问暖，“敞开心”亮出
真情实意， 让司法所真正成为值得群众
信赖的“娘家人”。 刘青草把自己从事基
层人民调解工作的做法，归纳为“四细”
调解法， 即细听———耐心细致归纳合法
诉求；细查———细密周全了解案件全貌；
细调———关注细节助力纠纷化解； 细回
访———察言观色确保案件履行。

在刘青草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人民
调解实务 》《人民调解实用法律知识问
答》等各种调解业务书籍。十年如一日坚
持“以学带践，以践促学”，让她逐渐成长
为具有丰富调解经验和较强调解技能的

人民调解员。在日常调解工作中，她坚持
运用法治思维， 灵活采取法理情相结合
等方式开展调解工作， 同时宣传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刘青草给自己定下了“1+N”的目标，
即通过由点及面、见缝插针“N”种渠道的
普法宣讲， 将法治宣传教育融进司法行
政各项业务。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她能以
案释法，融普法于纠纷调解；在扶贫走访
时， 她不忘带上自己的专用 “普法百宝
袋”，遇到有需要的村民，就主动跟他们
讲解法律常识， 派发一些贴近群众生活
的法律资料。

如今， 在泉塘镇重大活动现场、在
群众喜闻乐见的庙会上、在学生停课不
停学的线上课堂里，都能看到刘青草和
普法志愿者的身影。 他们坚持通过微信
群 、微视频等多种方式 ，时刻在泉塘镇
15 个村（社区）6.2 万名百姓心中播撒法
治“种子”。

泗县紧扣发展需求精准引才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泗县紧扣
本地主导产业和社会事业发展紧缺
人才需求 ，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对
接合作 ，建立高层次人才招引绿色通
道 ， 在强化人才保障上出新招实招 ，
精准引才引智。 近年来，该县采取“一
人一议”方式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 30
余名 ， 帮助推介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731 个。

泗县聚焦园区建设， 瞄准农业机
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本地主导产业，
加快对接长三角区域高校和科研院
所，引导支持企业加强与中科大、合肥
工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农科院
等高校和院所对接合作， 强化产学研
合作机制。结合该县“百果园、花世界、
绿泗州”工程实施，推动农业产业基地
建设，加紧建设创新平台。全县已吸纳
农业领域专业化人才 50 余人，与安徽

农业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 ，柔
性引进高层次专家 20 人。 目前，该县
已培育出国家级 “星创天地”1 家、省
级众创空间 1 家， 创建省级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 3 家、 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1
家 ，9 家企业入选省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库。

围绕加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战略布局，泗县制定《主动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推动人才支撑工程建设实
施方案》，分类施策、主动对接、整体推
进。 在高素质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支持县级 3 所医院与上海长海医院、北
京航空总医院等大医院建立全面托管
帮扶关系， 成立博士工作站和专家工
作室，孵化医疗卫生学科带头人。 泗县
每年还开展教育卫生人才“校园招引”，
建立招引人才“绿色通道”，引进高层次
紧缺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