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行政区域
责任
河长

职 务
人民政府
行政首长
责任人

职 务
主管部门
责任人

职 务
现场监管
责任人

职 务
现场行政

执法
责任人

职 务

1 安徽省 张曙光 副省长 张曙光 副省长 王 军
省水利厅
总工程师

杨月明
省长江河道
管理局局长

陈尚林
省长江河道

管理局副局长

2 安庆市 刘克胜 副市长 刘克胜 副市长 胡友华 市水利局
局长 王宏志 市长江河道

管理处主任 刘汪洋 市水利局
总工程师

3 望江县 李跃云
市政协副主席、

县委书记 徐四新 副县长 王亚松
县水利局

局长
毛少峰

县水利局
党组成员

毛少峰
县水利局
党组成员

4 宿松县 王 华
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县委书记
洪慎东

县委常委、
副县长

周学军
县水利局

局长
周国全

县水利局
副局长

唐 江 水政监察大队
大队长

5 池州市 操龙灿
市委副书记、

市长
方能斌 副市长 金泽吾

市水利局
局长

张贤/唐
根兴

市河道管理处主任/
市长江采砂管理联
合执法队负责人

章 来
市水政监察

支队长

6
池州市
贵池区

崩兴宇
区委副书记、

区长
张 勇

区委常委、
副区长

鲍晓龙
区水利局

局长
汤牛根

区水利局党组
成员、区河道采
砂管理所所长

汤牛根
区水利局党组
成员、区河道采
砂管理所所长

7 东至县 洪克峰
县委副书记、

县长
朱立扬

县委常委、
副县长

杨善勇
县水利局

局长
张志平

县长江河道管
理处主任

周玉平
县长江河道

管理处副主任

8 铜陵市 丁 纯 市委书记 黄学龙 副市长 王友贵
市水利局

局长
文建昌

市水利局分管
副局长

刘庆喜
市河湖管理

服务中心负责人

9 铜陵市义安区 汪发进 区委书记 姚贵平 区长 张 辉
区水利局

局长
李琳琼

区江砂办常务
副主任

胡启昌
区长江采砂管
理中心副主任

10 铜陵市郊区 马 军 区委书记 翟 刚 副区长 阮江胜 区水利局
局长 史龙阳 区江砂管理站

站长 胡正志 区执法队队长

11 枞阳县 刘亚东
铜陵市委常委、
枞阳县委书记

孙公明 副县长 方勤俭
县水利局

局长
林兴华

县水利局
副局长

王志高
县水政监察大队

大队长

12 芜湖市 潘朝晖 市委书记 程 刚 副市长 王津华
市水务局

局长
童为民

市长江河道管
理处主任

朱万林
市长江河道管
理处副主任

13 无为市 奚南山 市委书记 王 峰
市委常委、
副市长

李港生
市水务局

局长
周 群

市水务局河道
股股长

夏远存
市水务局二级

主任科员

14
芜湖市
鸠江区

袁发林 区委书记 曹秋宝 副区长 谭德友
区水务局

局长
陈世荣

区河道管理所
副所长

赵 志
区河道管理所
执法工作人员

17 马鞍山市 张岳峰 市委书记 杨善斌 副市长 黄华荪
市水利局

局长
鲁 俊

市水政监察支
队支队长

郑智恒
市水利局水政

科科长

18 和 县 陈永红 县委书记 毛祚双 副县长 余高峰
县水利局

局长
陈 斌

县长江河道采砂管
理办公室副主任

周 斌
县长江河道管
理中心主任

19 当涂县 谢红心 县委书记 姚国基 副县长 李思军
县水利局

局长
夏宝贤

县长江采砂管
理局局长

孙先春
县水利局水政

股负责人

20
马鞍山市

郑蒲港新区
吴晓东

郑蒲港新区党
工委书记

张定程
区纪工委书

记
张文正

区水利局
局长

张文正 区水利局局长 郭振华
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副局长

15
芜湖市
繁昌区

胡清照
区委常委、
统战部长

胡清照
区委常委、
统战部长

崔旭平
区水务局

局长
俞红胜

区河道管理局
局长

谷生顺
区水务局

水政股股长

16
芜湖市三山
经济开发区

孙跃文 区党工委书记 苏家明
开发区管委
会副主任

马 斌
区农村发
展局常务
副局长

方孝进
区农村发展局

副局长
潘维龙

区河道管理所
副所长

4 月 13 日， 安庆、 池州市县
（区） 渔政执法部门对长江安徽段
最大支流皖河下游重点水域，长江
安庆、池州段跨界水域开展联合巡
查，打击非法捕捞和生产性垂钓等
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通讯员 黄有安 何广胜 摄

·中央媒体看安徽·《经济日报》4 月 13 日头版头条报道

以“产业+科创”建设一流园区

合肥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
■ 经济日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李长龙

不久前， 安徽省合肥市召开科技创
新大会， 吹响了建设创新枢纽的嘹亮号
角： 让科技创新的优势转化为产业园区
的发展强势 ，通过 “产业+科创 ”战略打
造一流园区，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

走进蔚来汽车合肥基地智能化生产
车间，机器臂抓取、放置、切割、铆接，动
作连贯迅捷。基地负责人介绍，车身生产
车间有 307 个机器人依既定程序工作，
自动化率达到 97.5%。 科技赋能智能制
造，奠定了企业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蔚来汽车所在的合肥经开区， 从制
造业起步 ，由弱变强 ，正咬定 “产业+科
创”发展方向，营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两个生态”。 “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以
产业创新开创新局， 一手抓战略性新兴
产业培育壮大， 一手抓传统优势产业智
能化升级，全面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 ”
合肥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秦
远望表示。

依托创新平台， 合肥经开区大力实
施科技中小企业 “四个倍增”（数量、规
模、效益、创新能力）计划，运用创新券、
科技贷、高企贷等手段，设立基金大厦，
聚集基金成林， 构建科技企业成长生态
体系。

“‘产业+科创’的发展模式，是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合肥经开区
经贸发展局局长胡文亮介绍， 该区在新
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电子信息等产业发
展中， 着重引入具有独特创新技术的企
业和平台， 作为相关产业创新升级的核
心驱动，配合产业链条的完善和补缺，推
动了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以及
传统产业的升级。

“合肥昨天靠创新起家，今天靠创新
当家，明天还得靠创新发家。 ”安徽省委
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表示，进入新
发展阶段， 全市上下将始终把创新摆在
核心位置， 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创新高地，加快迈向全球科创新枢纽，全
面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 奋力实现
从科教基地向科创名城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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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指污染 立行立改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连日来，就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转办信访件， 各地立行立改，加
大整治力度，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的生态环境问题。

有群众反映，合肥莲花路与珠江路

交叉口附近一处厂房从事混凝土破碎，
扬尘污染严重。经查，该企业未办理环保
手续，无任何污染防治设施，属于典型的
关闭取缔类“散乱污”企业。 相关部门已
责令该企业 3 天内拆除生产设备，10 天
内完成物料清理，以彻底解决污染问题。

针对转办件反映的“怀远县荆山镇

塑料颗粒厂问题”， 怀远县相关部门立
即进行现场核查，对该无名加工作坊未
经审批擅自建设生产线等问题迅速进
行整治， 现已完成塑料颗粒生产线、产
品、原料的清理工作。

就群众反映的“望江县养殖大棚污
染问题”， 望江县相关部门迅速核查，向

存在问题的相关单位和养殖户下达 《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立即清理
外排污水， 并根据实际规模完善环评手
续。该县举一反三，迅速部署全县规模养
殖场粪污治理工作， 结合畜禽养殖场粪
污资源化利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排查，
发现问题及时推进整改，消除环境影响。

·生态环保督察在行动·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安徽省转办第六批信访件 88件
本报讯（记者 夏胜为）4 月 7 日起，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安
徽，开展为期 1 个月的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督察期间，督察组将坚持边督察、边
移交、边整改的原则，推动地方及时解
决环境问题。

截至 4 月 13 日 10 时，我省收到中
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

六批环境信访件 88 件， 涉及环境问题
129 个。 其中， 大气环境问题 46 个、水
环境问题 27 个、噪音问题 21 个 、土壤
问题 13 个、生态环境问题 11 个 、辐射
问题 1 个、其他环境问题 10 个。 第六批
转办信访件涉及 15 个地市，分别是：合
肥市 （22 件 ）、淮南市 （9 件 ）、蚌埠市 （8
件）、阜阳市（8 件）、安庆市（7 件）、芜湖

市（7 件）、铜陵市（5 件）、滁州市（5 件）、
宣城市（4 件）、六安市（3 件）、马鞍山市
（3 件）、淮北市（3 件）、黄山市（2 件）、宿
州市（1 件）、亳州市（1 件）。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督察安徽省工作动员会部署、《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皖期间保障工
作方案》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安徽

省协调联络组《关于认真查处中央第三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举
报件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通
知 》，依据 “谁主管谁负责 ”和 “一岗双
责”的原则，要求组织各有关部门迅速
调查核实、立查立改；依法依规查清责
任，严肃问责；涉嫌环境违法犯罪的应
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交由各市办理。
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要
求， 信访件的办理情况在 10 天内反馈
到督察组， 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
社会公开。

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
宣讲报告会在马鞍山举行

本报讯（记者 贾克帅）根据省委统
一部署，4 月 8 日下午，党史学习教育省
委宣讲团宣讲报告会在马鞍山市会议中
心举行，省委宣讲团成员、安徽警官职业
学院院长操申斌教授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操申斌围绕“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
述， 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
意义”“认真研读党史基本著作， 全面了
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
史性贡献”“深刻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要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四个方面，用鲜活
的事例深刻阐明党史学习教育为什么
学、学什么、怎么学、达到什么目的等一
系列重大问题， 进一步强调新时代学习
党的历史、 弘扬党的传统对开启新的征
程、创造新的伟业的重大意义。

参加报告会的马鞍山市广大党员
干部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 进一步学好党史教科书、修
好党史必修课 、用好党史营养剂 ，做到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
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教育成
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工作实绩，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同
时，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马鞍山的打
造安徽的“杭嘉湖”、长三角的“白菜心”
新发展定位 ， 奋力建设新阶段现代化
“生态福地 、智造名城 ”，确保 “十四五 ”
开好局 、起好步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当天上午， 操申斌一行还前往马鞍
山市滨江文化公园芦苇江湾和长航公安
马鞍山派出所等地，与基层干部、退捕渔
民面对面宣讲交流。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来皖调研
本报讯 （记者 李浩 见习记者 朱

茜）4 月 11 日至 13 日，全国政协社会和
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率调研组来皖，
围绕“临终关怀的推进与完善”开展专题
调研。 省政协副主席姚玉舟陪同调研并
参加座谈会。

在认真听取情况介绍和座谈交流
后， 调研组对我省近年来临终关怀工作
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
临终关怀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要充分
利用现有的医院、服务机构、医护人才等

资源， 积极稳妥推进医养结合和临终关
怀工作， 鼓励社会资本开办临终关怀服
务机构，加强临终关怀专业人才培养，有
效增加服务资源供给。 要积极开展宣传
教育，引导社会树立科学的生命观，切实
提高社会对临终关怀照护服务的认知度
和接受度。

在皖期间， 调研组先后深入中科大
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高新院区）实地调研。

全面实施城市更新 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何珂)4 月 13 日，全省

城市建设重点工作调度暨城市更新行动
推进会在滁州市召开。 副省长周喜安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围绕建设宜居、绿
色、韧性、智慧、人文城市目标，全面开展
城市体检，持续强化城市内涝治理，高质
量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加强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 着力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
量和城市竞争力。

会议强调，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深
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问
需问计于民，切实保障住有所居，认真做
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大力推动解决城
区“停车难”，持续抓好城市生态环境问
题整改，筑牢城市建设安全生产底线，下
大气力研究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要积极对标沪苏浙，学理念、学方法、学
作风，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加强县城绿色
低碳建设。

长江干流河道采砂管理行政首长责任人名单公布
本报讯 （记者 王弘毅） 记者 4 月 12

日从省水利厅获悉，依据《长江河道采砂
管理条例》等规定要求，长江河道采砂管
理实行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沿

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
行政区域内长江采砂活动的管理，做好长
江采砂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工作。

为加强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有效落实

长江采砂管理责任制，我省明确了采砂管
理省、市、县三级河长，人民政府负责人，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现场监管负责人
和行政执法负责人名单，特向社会公告。

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演出
本报讯 （记者 徐志纯 ）4 月 13 日

晚， 首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在上海中国
大戏院举行。 当晩，600 多位观众观看了
安徽省演艺集团选送的开幕大戏———黄
梅戏《共产党宣言》。

新编黄梅戏 《共产党宣言 》讲述了
1927 年广州起义失败后 ， 共产党人林
雨霏被捕入狱 ，面对死亡 ，面对因不知
真相而关押审讯自己的亲生儿子 ，以
个人对信仰的忠贞和舍生忘死 的 精
神 ，教育并挽救了年轻一代 ，实现了红
色基因的传承 ，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
谱写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人辉煌的 《共
产党宣言》。

戏剧节主办方之一上海大光明文
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夏锋介绍，沪苏
浙皖 ，地缘相近 ，人文相亲 ，往来密切 。
将借着戏剧节的契机，进一步加强长三
角城市之间的联系 ，“打破地域的小循
环，打开长三角区域的大循环。 ”安徽演
艺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参与主办长三
角城市戏剧节将对本省演艺事业发展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希望通过此次联
动 ，未来在舞台上 、人才交流上进一步
加强合作，全力推进长三角地区文艺演
出一体化发展。

据悉，今后，长三角戏剧节将每年举
办一届。

长三角铁路春游
客流超 550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范克龙）记者从中
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
至 4 月 8 日，为期 28 天的铁路春游运
输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
过 5500 万人次， 同比增长 2 倍多，客
流恢复至 2019 年同期 95%以上 。 其
中 4 月 3 日发送旅客 321.1 万人次 ，
创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单日客
发量新高。

春季是赏景踏青的大好时节，游
客乘高铁快旅慢游成为常态。 针对春
游运输期间动态变化的运力需要，长
三角铁路运用大数据加强客流动态预
测分析，精准实施“一日一图”，根据客
流情况在沪宁城际、宁安高铁、杭深高
铁、合福高铁、徐连高铁等多条线路增
开春游临时旅客列车。在清明假期，铁
路部门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过 1100
对，其中动车组列车近 900 对，方便人
民群众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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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汤
超）4 月 8 日上午，省林
业局召开电视电话会
议， 全面启动全省打击
毁林专项行动。 全省林
业系统将对 2013 年以
来毁林问题进行全面清
理排查和专项整治 ，严
厉打击毁林违法犯罪行
为，去存量 、遏增量 ，保
持打击毁林高压态势。

开展打击毁林专项
行动是新发展阶段加大
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整
治生态领域突出问题 、
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必
要手段。会议要求，各地
要切实担负起保护森林
资源的主体责任， 坚持
问题导向， 抓实自查自
纠， 集中梳理涉林违法
线索，深挖积案隐案，以
铁腕重拳推动案件查
处。要综合运用通报、约
谈、曝光、信用机制等措

施推动问题整改， 依法依规依纪处理
到位，从严推进打击毁林专项行动。要
全面梳理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的
涉林政策， 确保林业法规政策执行不
变形、不走样。

安徽省长江河道采砂管理责任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