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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吊林立、机器轰鸣、车辆穿梭……连日
来， 合肥高新区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
天：望江西路（枫林路-永和路）堵点治理进场
施工、科大附中高新中学正加紧建设、永和家
园北组团安置房今年底建成交付……

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合肥高新区围绕
“紧抓项目建设、优化发展环境”，优质高效建
项目、严管重罚督项目、高效服务促项目，一批
强基础、惠民生、促产业的重点项目纷纷开足
马力，加速建设。

起步即冲刺 基础设施建设“加速跑”

5 月 10 日上午，在合肥高新区城西桥家园
A/B/C 组团各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起重机、
装载机、塔吊忙碌作业，工人们分散各处加紧
施工。 城西桥家园 A/B/C 组团是合肥高新区
当前规模最大的在建民生安置房项目，总投资
约 46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124 万平方米，建成
后可提供安置房屋 8080 套。

柏堰片区路网工程施工现场同样热潮涌
动， 合肥高新区重点工程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 柏堰片区在建路网工程包括铭传路
等 6 条道路，总投资约 1 亿元，总长度约 5 公
里。 目前，该批道路正在有序推进排水、路基
等施工，计划 9 月份陆续完工。 “这几条路建
成后，将进一步打通西部片区路网脉络，有力
推动区域内外连通，助力经济发展。 ”项目负
责人说。

今年，合肥高新区计划实施重点基础设施
项目约 180 项，总投资约 181.7 亿元。 年后复
工以来，各在建项目争分夺秒、攻坚克难，全力
以赴加快建设。 截至 4 月底，共建成通车火龙
地路等城市主次干路、支路约 10 公里，完工交
付民生安置房 66 万平方米， 完成春季绿化约
20 万平方米， 一批在建及计划开工项目进一

步提质提速。

强化督查考核 打造项目提速“强引擎”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合肥高新区重点
工程管理中心对园区重点项目开展现场督查，
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协调解决难题，加快推进
建设。

在科大附中高新中学项目现场 ， 工人们
分散在新建教学楼、 新建教师宿舍楼等各处
忙碌施工。 督查人员一行详细询问项目施工
人员组织和工程进度等情况， 要求参建各方
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投入，
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施工进度， 确保早日完成
项目建设。

为了让重点项目建设落到实处 、 取得实
效，重点工程管理中心将全年目标任务细化分
解，重点项目实行领导包联，细化任务到天到
人，并建立项目督办和目标考核制度，以目标
倒逼责任、时间倒逼进度、督查倒逼实效，确保
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早见成效。

服务保障“给力” 助力提升建设效率

为确保重点项目早建设、早投产，重点工程管
理中心上下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效率意识，以高
标准、高效率强化土方平整、路网配套等要素保
障，力促重点企业项目尽快落地。 此外，根据企业
需求轻重缓急，当地还成立了专门的企业服务项
目推进小组，主动上门，全过程对接了解企业建
设工期节点、投产计划安排等具体情况，配合企
业需求，倒排工期、优化流程、加速进度，将“等企
业”变为“追企业”，有效提高企业建设效率。

1-4 月份， 合肥高新区重点工程管理中心
共完成重点项目投资约 5.65 亿元， 同比增长
7.4 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已完成企业服务路网
建设约 10 公里、 企业用地土方平整约 70 万立
方米及杆管线迁改、电排建设 7 项，有力保障
了龙科马、德通电子、羲和航空等 10 余家企业
建设运营需求。 下一步，合肥高新区将牢牢扭
住项目建设“牛鼻子”，以真招、实招、硬招强力
推进项目建设，努力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劲支撑。 （张婷）

学习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 近日，以“学
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为主题的长丰（双凤）经开
区党史知识竞赛决赛现场，一队队参赛青年精神
饱满、胸有成竹、冷静思考、沉稳作答，展示了扎
实的学习效果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比赛过程高潮
迭起、扣人心弦。 作为长丰（双凤）经开区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要内容， 此次竞赛得到了全区机关、
社区、企业各党组织的积极响应，共有 29 支参赛
队伍 110 人参加初赛笔试环节， 后经过复赛选
拔，6 支部代表队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决赛设个人必答题、团队抢答题、团队必答
题、加赛题等环节，内容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等为主，涵盖时政热点、地方党史等。为增

加比赛的知识性、趣味性，决赛现场还邀请了长
丰县委党校代表对相关党史知识背景进行解读，
并就比赛内容和选手表现进行点评，赢得了在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 经过激烈比拼，该经开区阿奎
利亚社区党支部以 290 分的总分摘得冠军，现场
还评出了团体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及优秀组
织奖各类奖项。

长丰（双凤）经开区党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此次竞赛是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所举行的系
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竞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基层、深入人心，进一步增强全区党员干部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展现青年党员风采，为实现“双千亿、
争一流、做示范”目标奉献青春力量。 (王雪莹)

“上甘岭战役中，伤员特别多，背下来的都
是重伤员……”近日，肥西县柏堰科技园城市阅
读空间宣教室内，来自社区、企业和学校的 100
多位观众正在认真聆听 83 岁的抗美援朝老战
士杨克美讲述自己曾亲历过的血与火的岁月。

生于 1938 年的杨克美，1951 年参加抗美
援朝，曾是支援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汽车团驾
驶员，回忆起战争岁月，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们这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同志，怎
么也忘不了那段烽火岁月，忘不了那些亲如兄
弟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战友。 ”现场不时响起热
烈掌声，许多观众在聆听中不自觉泪水模糊了

双眼。 企业代表为杨老献上鲜花，教师代表集
体朗诵《写给杨克美爷爷的信》。 明珠书房作为
此次活动的承办方还向参加人员赠送了一套
“红色书籍”，鼓励大家学习老一辈的艰苦奋斗
精神，不忘初心、创新思路、务实担当。

随着岁月的流逝，亲历、见证过那段战争
岁月的老党员、老战士在不断减少，但是他们
背后的英雄故事却在历史长河中永不褪色 。
“今天能够听到杨老的讲座， 我感到自己非常
的幸运，杨老的革命故事极大激发了我们的爱
国爱党热情。 ”合肥凯邦电机公司的党员代表
说道。 “作为社区工作者，我们要充分学习好老

党员、老前辈、老同志的革命精神，更好地为人
民服务，为群众办实事。 ”锦绣怡园社区副书记
王云说。

柏堰科技园党工委副书记王世宏介绍说，
下一步该园区将在开展党史教育的过程中充
分利用和开发丰富的红色资源，在每个基层党
组织中建立党史教育专题课， 邀请老党员、老
战士，用身边人讲身边事，提升党史教育的实
效性，引导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大意义，敢于担当，勇于奉献，提高为民服务
能力。

（韩亚男 夏凤仙）

今年以来， 来安县大英镇把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纳入监督重
点 ，充分发挥监督职能 ，紧盯 “四不摘 ”政策落
实、 乡村振兴项目发展和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等
重点方面，用好监督执纪“指挥棒”，全力跑好乡
村振兴“接力赛”。

围绕“产业兴旺”练监察尖兵，以基层监督
倒逼村集体经济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大英镇开展监督检查
和走访时，有种粮大户反映受梅雨季节影响，粮
食保存成当前困难， 大英镇立即投入 524.58 万
元建造烘干房，切实解决了粮食烘干难题。 截至
目前，该镇 5 个村共实施扶贫项目、“百千万”工
程重点村项目 20 余项，获得收益 63.19 万元，有
力推动了村级集体经济提档升级， 巩固了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围绕“人居环境”抓责任落实，以政治监督推
动村貌换新颜。 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是
广大农村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来源。大英镇大
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通过党员带动、
志愿者推动、党群互动的“党建+”模式，深入开

展村庄清洁行动， 培养村民良好的生活卫生习
惯。 当地“户集中、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农
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置机制已经全覆盖，农村垃圾
基本实现 “日扫日运日清” 的常态化治理模式。
2021 年大英镇力争建设美丽乡村 1 个、 美丽村
庄 4 个，打造公路沿线节点 8 个，改水改厕 320
个，道路亮化 8公里，改造高标准农田 6000亩。

围绕“乡风文明”祛陈规陋习，树“新农民”
形象。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 更要
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 近年来，该镇注重结合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移风易俗、光盘行动等重
点工作，利用端午节、中秋节等时间节点，积极
开展“好家风好家训”巡讲、平安家庭故事分享
会等活动，大力倡导文明乡风。 同时开展道德模
范、新乡贤、文明户、好儿女等评选表彰。 截至目
前， 该镇共成功推选县级好人 1 名， 新乡贤 1
名，文明家庭 1 户，文明户 8 户，好儿女 8 名，好
媳妇 8 名、好公婆 12 名，传优秀家训，扬文明家
风，围绕打造“新三农”形象，不断激活乡村振兴
新动能。 （马艳萍）

近日 ， 合肥市蜀山区岳西新村社区开展
“党史润民心 书香沁社区”暨庆祝建党 100 周
年主题书画展活动。 书画展以社区各支部为单
位向居民征集书画作品近 20 幅，旨在通过艺术
作品的感染力，带动党员干部和居民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作为该社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系列活动
之一，本次展览各类展品引来社区在职、退休党
员和众多书法爱好者、辖区居民驻足观摩，辖区
老党员傅师傅的山水画《延安颂》及行书《沁园
春·长沙》 等作品得到参观者一致认可。 “下一
步，我们准备成立‘温暖岳西’宣讲团，把辖区内

的老党员、老干部组织起来宣讲党史故事、优秀
传统文化故事，用身边人教育身边事；同时深入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为百姓
办实事解难题。 ”岳西新村社区党委书记侯月云
介绍说。

此次书画展展出为期一周时间 ， 让居民
不出小区就能感受文化氛围 ， 促进和谐社区
建设 。 今后该社区将继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 ，进一步丰富形式 ，努力实现服务群众精
准化 、社会治理精细化 ，打造共建 、共治 、共享
的社区治理格局。

（孙玉敏 曹腾飞 孙雨静）

合肥高新区：紧抓项目建设 优化发展环境

柏堰科技园：弘扬奋斗精神 激发奉献热情

长丰（双凤）经开区：汲取奋进力量 展现青年风采

强化监督职能 推进有效衔接

浓浓书香 沁润人心

安徽福利彩票事业经过 30多年的发展，发行规模进一步扩大，销售网络进一步健全，全省福彩系统每年为社会提供就业
岗位近 2万个，同时带动了信息、印刷、物流、媒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十三五”期间，安徽省福利彩票总销量超过 330 亿元，同比“十二五”时期的 273 亿元，增长 20.8%；五年累计筹集公益金
95.15亿元，代扣税收 5.46亿元，为全省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献爱心 赢幸运 小彩票 大公益
安徽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www.ahflcp.com.cn
安徽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

合肥高新区新建成通车的火龙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