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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贾克帅 通讯

员 王沅霞）6 月 5 日， 当涂县大
青山仙桃采摘节在大青山李白文
化旅游区内开幕。

主题为 “诗仙圣境 硕果呈
祥 ”的大青山仙桃采摘节 ，将通
过“以桃会友”，突出大青山乡村
旅游特色， 推介大青山旅游，有
助于提高当地知名度，促进农旅
融合、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
乡村振兴。

此次采摘节自 6 月初开始，
为期 ３ 个月。期间，将有陆续上市
的 30 多个鲜桃品种 、1000 多万
斤鲜桃供游客采摘品尝。 活动中
将策划推出采摘“桃花村”仙桃、
品尝 “全桃大餐 ”、品味 “醉美青
山 ”蜜桃音乐节 、评判 “桃王 ”争
霸、体验“太白飞天”滑翔伞、选购
“桃之夭夭” 文创产品等 20 多个
文体活动。

大青山境内桃花村以经果林种植和乡村旅游服务
业为主导产业，盛产桃、李、柿、板栗、葡萄、石榴等 30
多种优质鲜果， 尤其是桃树种植已有千年历史， 素有
“十里桃花，万亩果园”之美誉。

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目录公布
赖少其作品展成功入选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近日，文化和
旅游部办公厅公布《2021 年全国美术馆
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目录》， 全国共有
30 个展览入选，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推
荐、合肥市赖少其艺术馆策划的“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木石精神·
党的文艺战士赖少其革命文化事业文献
作品展”名列其中。

合肥市赖少其艺术馆系统梳理了赖
少其革命斗争及文化事业相关文献史料
和代表作品，通过“战争年代”和“新中国

后”两个专题，展出图文展板 60 余块，文
献史料 208 件（套），历史照片 114 张，各
类作品 223 件，其中作品图片 172 件。展
览着重表现赖少其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
党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建设
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中所呈现出来
的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

目前， 展览已在合肥市赖少其艺术
馆展出。 下一步还将赴省内多地以及上
海、北京、广州等地巡展。

一人十年 守护乡村孩子上学路

■ 本报记者 周连山

“家长把孩子交给我，我要对家长和
孩子负责，要把孩子们安全接到校，安全
送回家。 ”凤阳县小岗学校校车驾驶员
顾成明说。

6 月 4 日早上 5 时许， 顾成明就开
始检查、擦拭校车。 6 时 30 分，他准时启
动车辆出发，先把住在小岗村石马社区
的孩子接到学校，再赶往距离学校 3 公
里外的梨园村接学生。 “孩子们每天要
在早上 7 时 10 分前准时到校。 每天上
学、 放学， 我要来回跑 8 趟共 16 个单
边。 ”顾成明说。

今年 56 岁的顾成明， 自 2012 年起
进入凤阳县校车公司后一直被安排在小
岗学校，成为当地唯一一名校车驾驶员，
每天奔波在小岗村孩子的上学路上。

顾成明发现，学生下车时最易发生
摔伤事故。 为此，他要求学生下车时，后
面的孩子绝不允许挨到前面孩子的身
体，并严格执行。 这些年来，孩子们自觉

养成有序排队上下车的良好习惯。 他驾
驶的校车上，没有孩子摔伤。

“公司有规章制度，我严格按规定办，
不能走样！ ”顾成明说。

每天早上， 无论天气晴好还是刮风
下雨，他都整理好自己的着装、仪表，精
神饱满地打卡上车，准时开车出发，沿线
接上每名孩子，从不晚点。

顾成明爱惜校车，每次开车前，都要
把车辆擦拭一遍，车厢打扫干净，休息时
就抓紧时间保养车辆。 因为严格遵守交
通规则，这些年，他驾驶的车从没发生任
何交通事故。

顾成明长期住在当地学校一间宿舍，
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比较艰苦，爱人退休后
在蚌埠市一家民办学校工作，儿子在外地
工作，多数时间都是独自生活。 即便这样，
他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天以
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踏踏实实做事，实实在在做人，不
攀比、不虚荣。 我要做好每一天工作，保
障孩子们的安全。 ”顾成明说。

·百姓故事

爱心送考 的哥给力

■ 本报记者 刘洋

6 月 7 日早晨 6 时不到，铜陵市出租车行业党员示
范车队队员任义早早起床，检查出租车车况、打扫车内
卫生、给车子消毒，之后便驾车从铜陵市主城区出发前
往郊区大通镇。

2021 年高考拉开大幕， 铜陵市出租车行业党委延
续“车轮公益”活动，组织开展第十六届“爱心送考”活
动，并将其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
容，提前对接学校，精心组织协调。 当天，铜陵市出租车
行业党员示范车队、雷锋车队共计 110 多辆出租车，为
参加高考需要帮助的学子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每辆出
租车上都备有矿泉水和防暑降温等应急物品。

7 时 12 分， 任义比约定时间提早到达考生所在小
区。 作为有着 １０余年送考经验的老师傅，任义把细节“拉
满”：大通镇距离主城区考点约 30多分钟车程，考虑到考
点可能会堵车，时间上必须预留充足；接送的时候必须是
车子等考生，不能让考生等车子，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考生

心态。 任义说，这是考生的“大日子”，马虎不得。
7 时 30 分，考生上车后，车辆启动，系在车后视镜

处的绿色丝带迎风飞舞。 行车途中，考生家长周年香告
诉记者，大通到市区这段车程不远但也不近，乘坐公交
时间不好把控，住宾馆又怕孩子环境不熟、休息不好，
师傅们每天准点接送无疑是最安心的选择。 “我一看是
党员示范车， 更加觉得亲切， 孩子中考也是他们接送
的，他们就是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最直接的体现。 ”
周年香说。

8 时，车辆安全到达铜陵中学考点。此时，考点外贴
有“2021 爱心送考”红色标识的出租车陆续抵达，形成
了一道靓丽风景。

记者获悉，高考期间，爱心送考车在采取定人定车
“一对一”方式服务考生的同时，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
还可以通过路面招手的方式，凭《准考证》免费乘坐爱
心送考车，家长也可免费随行。 铜陵市出租车行业党委
还建立保障预案，临时有困难的考生也可拨打 12328交
通服务热线说出困难、寻求帮助。

6 月 4 日，合肥市贵阳路小学学生和家长一起利用废旧物品制作环保玩具。 当
日，合肥市包河区烟墩街道城市管理部、滨湖明珠小区联合开展“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废旧物品再利用”创意环保活动，学生和家长用废旧生活物品制作了购物袋、花
盆等物品。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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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通上了“放心电”
■ 本报记者 洪放

本报通讯员 施凤 胡晓延

眼下正是夏茶采摘期，6 月 2 日，在
大别山深处的太湖县北中镇玉岭村茶
叶加工厂内 ，机器连轴转 ，工人忙个不
停。 “多亏了电网升级改造，茶厂运转十
分顺利！ ”玉岭村党总支书记张礼国高
兴地告诉记者。

和玉岭村一样实施小水电电网升级
改造的， 在太湖县还有 40 个村、2 个社
区。过去，太湖县百里、北中、弥陀 3 个镇
及刘畈乡部分村， 使用的是当地建设运
营的小水电电网，设施陈旧、电网基础条
件差，11.31 万名村民多年无法用上稳定
的“放心电”。 2019 年底，在上级统一安

排下， 太湖县小水电供区电网资产和供
电区域移交到安庆供电公司， 电网升级
改造全面提速。

“以前，一到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
倒杆断线时有发生，村里也随之断电。 此
外，电能负荷不足也影响了产业发展。 可
以说，没有稳定的电能就没有稳定的产业
发展。”张礼国告诉记者，村集体一直谋划
建立茶厂，却被用电卡住了“脖子”。

太湖县供电公司北中中心供电所了
解这一情况后，立即为玉岭村开通绿色通
道， 专门为村集体茶叶加工厂组立电杆，
架通了 400 多米长的 10 千伏线路，以最
快速度安装 200 千伏安茶厂专用变压
器。 今年 3 月底，新的供电线路赶在茶厂
建成投产之时全部改造完毕。

张礼国介绍， 村集体茶厂正式交付
使用 ２ 个月，加工各类茶草 1 万余公斤，
收取加工费近 3 万元。 茶叶加工收入加
上村集体光伏发电站的发电收入， 今年
村集体收入有望突破 30 万元。 此外，村
集体占股 60%的 400 亩茶园， 茶叶正处
于生长期，预计一年后每亩增收 1000 多
元，不出两年，村集体年收入保守估算在
50 万元以上。

记者了解到， 玉岭村电网升级改造
工程已接近尾声， 村民在夏季用电高峰
前就能用上“放心电”。

“原来小水电供区内电力基础设施薄
弱且滞于更新， 多年来， 群众用电不稳
定。 ”国网太湖县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去年 1 月，公司正式接管太湖县原小水电

供区，该区域群众用电质量稳步提升。
太湖县百里镇叶榜村响水组村民一

直从邻近的响水崖电站接电， 供电半径
长，电压质量低，组内 8 户人家一直未能
用上稳定电能。去年，太湖县供电公司为
叶榜村新建 10 千伏线路 1０００ 米、 低压
线路 2.3 千米，新立电杆 47 根 ，并投入
资金 41.7 万元建成投运了响水 2 号台
区，为响水组 8 户人家提供稳定电能。

“小水电用电不稳定，有时还要用油
灯照明。这一改，彻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
质量！ ”看着门前架设的新电网，响水组
村民薛长春说。

据介绍， 国网太湖县供电公司原小
水电供区 2020 年农网项目已经全面建
成投运，受益农户 16685 户。

·同心奔小康

铜陵建立气象灾害信息共享机制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彬 孙照柱）近
日， 铜陵市应急管理局与气象局就共建
共享共用信息员队伍达成合作协议，启
动气象灾害信息共享机制， 统筹推进应
急管理部门和气象部门灾害信息员队伍
融合发展。

根据合作协议， 铜陵市应急管理局
与气象局共同加强灾害信息员队伍建
设， 应急部门各级灾害信息员同时担任
气象信息员，实现市、县区、乡镇、行政村

四级灾害信息员全覆盖。
铜陵市应急管理局与气象局将统筹

部门资源和工作经费，共同修订灾害信息
员管理办法，完善灾害信息员登记、更新、
培训等制度。气象部门将全部灾害信息员
纳入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对象名录，第
一时间向信息员发送气象灾害预警、气象
灾害实况监测和滚动订正预报等信息，为
各级灾害信息员履行职责提供所需的信
息服务和技术保障。

宿州埇桥区便民服务下到村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今年以来，宿
州市埇桥区推动各类服务资源下沉、下
放，将服务功能下放到村级党组织、落实
到群众家门口。

埇桥区统筹各部门、领域服务资源，
创新为民服务方式， 为全区 298 个村配
置“便民宝”，通过“便民宝”为 35.84 万人
次办理了社保、养老、就业等业务。 同时
对接本地企业联系 “就业直通车”12 批
次、26 辆大巴、1 辆高铁专列， 为困难群

众提供家门口到厂门口的一站式服务。
目前， 该区开通电商村级服务网点

244个，依托“线上+线下”服务通道线上销
售农产品 1000余万元， 村级便民网点累
计代缴费 352万余元， 快递投递 44万余
件，代购商品金额 30余万元。 同时，成立
春耕农资保障服务队，做好春耕农资供应
和价格稳定工作。 对全区 74个贫困村的
扶贫工厂进行运营管理， 统一化运作、管
理，吸纳家门口就近就业 1727人。

娱乐和上网营业场所审批事项调整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近日，省文化
和旅游厅印发《关于调整娱乐场所和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有关事项
的通知》，提出新设立娱乐场所、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与幼儿园的距离不得少于
200 米。

根据相关规定，距离测量方法为：娱
乐场所、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任何一个进
出门与幼儿园任何一个进出门之间，按

照交通行走规则进行测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通知》指
出， 此前已开设在幼儿园周边的娱乐场
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机关
在办理经营许可证延续或变更时， 应当
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切实落实
不得在幼儿园周边设置娱乐场所、 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法定要求。

跑错考点 民警救急
本报讯 （记者 李浩 通讯员 东公新）6 月 7

日是高考首日，肥东县一位考生跑错考场，公安民
警快速处置，帮助其顺利参加考试。

当日 8 时 55 分，肥东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
市公安局通报：一名高考考生因跑错考点，现乘坐
一辆黄色出租车从合肥绕城高速前往肥东考场，
需要立即帮助。接到通报后，肥东县公安局立即启
动高考应急预案， 路面交警与出租车驾驶员进行
对接，为其通行做好保障。 同时，肥东通用技术学
校考点执勤保障警力与考场工作人员沟通， 为考
生做好考场引导。

9时许，肥东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铁骑队员在
肥东县撮镇路与南环路交口等候到送考生的岀
租车 ，由于该路段正在修路 ，道路通行拥堵 ，铁
骑队员立即为出租车打通逆向车道并为其引
路，以最快速度将考生送达考场。 此时，考场执
勤人员及考点工作人员早已等候在考场门口 ，
与铁骑队员无缝对接。9 时 08 分，该考生成功抵
达考场。

荩 6 月 7 日上午，高
考首日 ， 合肥八中考
点，考生们穿着寓意高
考顺利的文化衫自信

走入考场。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荩 6 月 7 日上午， 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全国统一考试开考， 图为合肥八中
考点， 考生们在接受体温检测后自信
步入考场。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赶考”风景

茛 6 月 7 日上午， 在合肥市第三十
八中学高考考点外， 几名考生的家长
身穿旗袍，为孩子加油打气。

本报记者 徐国康 摄

“龙头”舞起来 产业活起来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吴喆敏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淮南现代产业园的淮南盈信汽
车空调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在生产岗位上忙
碌，一件件冷凝器、蒸发器包装整齐，生产一片红火。

“我们研发的汽车空调产品有 1500 多个品种，主要
配套陕汽重卡、北方奔驰、东风客车、江淮汽车等知名企
业。 每天生产 4000件产品，仍然供不应求。 ”盈信汽车空
调生产部门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今年下半年，企业将陆续
引进新设备，加大产品研发力度，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为推动重点集群发展壮大， 淮南市田家庵区将汽
车及零部件制造产业确定为重点产业链之一， 把淮南
现代产业园列为发展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产业的主阵
地，积极搭建产需对接平台，集中要素资源，扶优扶强，
积极打造汽车配件产业链集群。

“前两天刚发出两批 3000 余件汽车轮毂，分别销

往阿联酋、沙特。 ”在安徽骐腾轮毂制造有限公司，企业
负责人告诉记者， 企业已发展成汽车轮毂的全链条生
产制造商，取得了进出口自营权。 在标准化厂房里，记
者看到一批批铝合金汽车轮毂正从一期涂装生产线下
线。 二期轮毂铸造生产线将于近期全面投产，产品销往
南美、中东、俄罗斯等地。

“我们正在申请一批发明专利，积极筹备建设企业
院士工作站，打造‘核心发动机’，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
盈信汽车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淮南现代产业园以重点龙头企业抓手，舞
动“龙头”，促进产业发展。 产业园大力引导、帮助企业
引进现代化自动设备、培养研发团队，提升创新能力。

淮南现代产业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汽车配
件产业已经成为园区三大核心产业之一。 目前，园区新
建成 4 万平方米厂房，正积极开展产业招商，不断延伸
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