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干部激流中救出七旬老人

■ 本报通讯员 张金柱

本报记者 袁野

“太感谢吴书记、消防员和公安干警了，没
有他们，我这条命就没了！ ”家住霍山县与儿街
镇鸟观嘴村吴家岗村民组的 79 岁老人吴善华，
说起前几日在家门口遇险被救的经过， 不停感
谢帮助他的人。

6 月 27 日下午 3 点多， 吴善华像往常一样
到鸟观嘴大河中的浅滩放鹅，不曾想突降暴雨，
一时风大雨急， 河水短时间就涨到了齐腰深的
位置。 吴善华年事已高，在汹涌的河水中，无法
游回岸边，只能拽住河道中的蒿草不放。

危急关头，一名路过的群众发现了遇险老人，
第一时间拨打了消防救援电话。 吴善华遇险的浅

滩距离村委会约有七八百米， 在村委会值班的村
党支部副书记吴运福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 霍山
县消防救援大队和当地派出所民警也先后赶到。
救援人员立即分组行动开展营救， 他们把救生投
抛器投向困在河中间的吴善华， 让老人抓住抛过
去的救援绳索。但在拖拽过程中，老人未能抓住绳
索，在水流中时沉时浮，随时有被冲走的危险。 千
钧一发之际，吴运福跳入河水中，靠近老人后，他
一把挽住老人的胳膊，拼命向岸边游去。一名消防
员也穿好救生衣，下河接应两人。 经过一番努力，
当日下午 5点半左右，老人被救上岸。紧急送医检
查后，老人仅双手被划伤流血，并无大碍。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村干部，吴
老遇到了危险，我们去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
相信即便是别人，也会这么做的！ ”吴运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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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重点领域 优化融资服务

滁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本报讯（记者 罗宝）日前，滁州皖东

农商银行追加的 3800 万元贷款，按时到
达安徽盛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账
户。近年来，通过该银行累计近 1 亿元授
信贷款，盛诺公司不断扩大产能，在 ITO
导电玻璃、TFT、OLED 玻璃减薄、 抛光、
镀膜等制造领域成为龙头。

近年来，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 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稳步推进，重
点领域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旺盛。 今
年初，滁州市总工会、文明办、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等单位联合人民银行滁州市中
心支行， 组织市县两级 26家银行机构开
展第二届“金融支持现代化新滁州”劳动
竞赛，激励银行机构聚焦制造业、小微企
业、供应链等 10个重点领域开展“金融大
比武”，结合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乡村振
兴、绿色转型等重大发展战略，加大重点
产业、重点领域、重点项目融资支持和创

新服务，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今年以来， 该市银行机构新增授信

453 亿元，累计投放贷款超过 10 万笔，金
额 731亿元。 同时，各金融机构积极拓展
企业融资覆盖面，着力降低首贷户的融资
成本，提升小微企业融资便利度，全市有
520 家从未获得过银行贷款的小微企业
得到了 22亿元的贷款支持。 针对企业抵
押担保不足、 资金回笼难度大的实际状
况，该市金融机构优化还款方式，帮助企
业解决资金难题。今年以来，为 2997家市
场主体办理“无还本续贷”58亿元；为 643
家办理“延期付息或免收罚息”，涉及金额
20 亿元；为 1717 家延长还款期限或实施
展期， 涉及金额 68亿元。 累计下调超过
7992家市场主体贷款利率， 涉及金额 86
亿元。人民银行滁州市中心支行还发放支
小再贷款、再贴现 110多亿元，通过“延期
还本付息支持工具” 支持 6206户企业延

期还本付息本金 70亿元，通过“信用贷款
购买计划”支持 1.4 万户小微企业信用贷
款本金 46 亿元，延期率 77.9%，信用贷款
占比 29.1%，均位列全省第一。

滁州市银行机构还在支持企业技术
创新、助力绿色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等重
点项目上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今年以来，
全市银行机构向 731 户科创企业投放贷
款 85 亿元，在贷金额达 179 亿元，增长
22%； 乡村振兴领域贷款余额 1445 亿
元， 较年初新增 88 亿元， 新增占比达
60%。 其中，光大银行滁州分行先后批复
了凤阳濠河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白云山
林场项目及全椒稻虾共养等一系列项
目。 徽商银行滁州分行信贷资金优先支
持节能环保、污水处理、乡村环境及土地
整治、园林绿化等重点领域，已投放南京
工大开元环保科技（滁州）有限公司、安
徽瑞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优质绿

色项目。 今年 5 月 25 日，凤阳农商银行
小岗乡村振兴支行在凤阳县小岗村挂牌
运营，这也是我省首家乡村振兴银行。

滁州市还开展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
设”，将授信对象从普通农户扩展到村集
体经济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截至
今年一季度末 ， 该市共评定信用村 21
个、信用户 21204 户，累计为 20292 户农
户、96 个新型经营主体、21 个村集体经
济组织授信 12.89 亿元。

·编后·
信贷是当前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渠

道。滁州市激励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
简化审批流程、优化还款方式，重点支持
实体经济，服务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重
大发展战略， 进一步畅通了金融服务基
层“最后一公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金融活水。

6 月 29 日，王家坝抗洪纪念馆
揭牌。 该纪念馆坐落在阜南县王家
坝镇，是阜阳市首个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王家坝闸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全面展示了淮河治理、抗洪抢
险、生产自救等光辉历程，生动诠
释了王家坝精神的时代价值和科

学内涵。 图为阜南县机关党员干部
在纪念馆内雕塑前参观。

特约摄影 王彪

王家坝抗洪纪念馆揭牌

新老党员话初心
■ 本报记者 周连山

本报通讯员 吴倩玉

“我们要做对党和人民有意义的事。 ”
日前，凤阳县西泉镇举办的“光荣在党 50
年”老党员老干部座谈会上，佩戴“光荣在
党 50年” 纪念章的 82 岁抗美援朝老战
士、老党员郑孝青，紧紧攥着一位青年党员
的手，勉励在座青年党员。

当天， 西泉镇 13 名 “光荣在党 ５０

年”老党员代表、6 名青年党员代表及镇
领导等参加会议。 该镇党委书记赵力为
老党员颁授“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我 1969 年参军、1976 年退伍，退
伍后先是到村里担任民兵营长，后来又
干了 12 年村委会主任、 两届党支部书
记，先后在村里干了 30 年。 现在年纪大
了，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接着为党作贡
献。 ”考西村十五组老党员王传法说。

“我孙女在念大学，我要求她一定

要努力学习， 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
党。 她去年已成为一名党员。 我感到很
光荣！ ”新建村新北组老党员冯开伦说。

“虽然人老了，但思想不能老。 ”
“哪怕我还有一口气都要为人民

服务 ！ ”
……
现场，老党员你一言我一语，讲述

了各自爱党信党跟党走的心路历程；年
轻党员认真倾听。座谈会成为一堂特殊

的党课。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党员，我们要

担起新的历史重担， 向老党员学习，向
革命前辈学习。 ”在场的青年党员们也
作出承诺。

记者了解到，西泉镇将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大力弘扬老党员的政治品格和
精神风范， 把老党员们的优良传统、革
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激
励更多的党员同志为当地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该镇共有 117 名老党员获颁纪念
章。 目前，当地结合走访慰问、座谈交
流、 主题党日等多种方式上好党课，将
纪念章全部发放到老党员手中。

“垄上课堂”学党史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秦龙

“在监狱的两个多月，王影怀受尽
折磨，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始终没有向
反动派低头，最后高昂着头英勇就义！ ”
6 月 30 日傍晚， 在淮南市谢家集区杨
公镇陈庙村的田垄上，六七位村民正围
坐在村党支部书记张科新身旁，听他讲
述革命烈士王影怀的事迹。

“王影怀是早期的中共党员，是从
杨公镇走出来的革命英雄。 今年清明，
我还带一家老小到烈士陵园扫墓。现在
日子过好了，更不能忘记牺牲的革命先
烈！ ”村干部吴怀汉说。

“杨公镇走出了王影怀等一批革命
烈士，红色资源丰富。 多讲一点大家身
边的党史故事和革命英雄人物事迹，乡
亲们更容易接受。 ”张科新告诉记者，夏
种已经结束，他就趁着傍晚凉快点的时

候，在田垄上给大家讲党史、上党课，在
这里他讲得自然，乡亲们听得也舒坦。

伴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红色党史
故事讲完了。 但大家都没起身，仍然围
坐在张科新身旁。 “水稻插秧了，接下来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一位村民问道。

“水稻防虫可是关键！ 大家多注意
观察，准备好生物农药，增加防治效果，
减少环境污染。 ”张科新现场开始答疑
解惑，“垄上党史课”下半场正式开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村党支部书
记张科新还担任杨公镇农办主任，在田
间地头开展党史宣讲的同时，现场帮助
乡亲们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

谢家集区各乡镇（街道）均组建了
党史学习教育“基层宣讲队”，结合正在
开展的“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
活动，积极组织乡镇基层宣讲队，走村
串户，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坚持把
党史学习教育与为民办实事有机结合
起来，把控农时节点，聚焦农业科技服
务，宣传农业政策理论，真正帮助农民
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在田间地头开花结果。

黄山市深化与杭州生态环保合作

本报讯（记者 吴江海）记者 6 月 28
日从黄山市生态环境局获悉， 今年前 5
个月， 黄山和浙江省杭州市对新安江跨
省断面水质开展了 10 次联合监测，高锰
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等 4 项监测
指标均值优于考核标准，水质状况为优。

2019 年，黄山、杭州市签订《关于打
造杭州都市圈生态环保合作示范区的战
略合作协议》，此后两地每年签署生态环
保合作工作要点。 3 年来，两地联合成立
了新安江流域上下游水环境联防共保协
调工作组，组建了“新安江流域杭黄合作
暨千岛湖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编
制《新安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共保规划》并

通过专家评审， 建立了杭州—黄山千岛
湖流域市级环境综合执法联动和污染纠
纷应急处置工作机制，联合举办“世界环
境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新安江流域突
发环境事件跨省联动处置应急演练，开
展新安江皖浙两省交界水域水面垃圾联
合打捞，深化区域环境监测、预报预警、
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和数据共
享，共同推进新安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今年 1 月至 5 月， 黄山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为 99.3%，居全省第 １ 位、
全国第 4 位； 该市境内三大流域水质均
保持优良； 全域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为 100%。

铜陵上市挂牌民营企业数居全省第二

本报讯（记者 刘洋）近日，铜陵市发
布 2020 年度民营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显
示， 去年， 铜陵市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
553.9 亿元、同比增长 3.9%，增速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 截至 2020 年底，铜陵市拥
有规上民营企业 1300 户，占该市规模以
上企业 89.5%。 上市或挂牌民营企业数
量居全省第二位。

2020 年，铜陵市 237 户民营企业通
过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新增国家
和行业标准 9 项；截至 2020 年底，铜陵
市拥有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达 238 户。 从
发展活力方面看， 去年铜陵市民营企业
上市实现突破， 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9.2%。 从质量效益看，铜陵市民
营经济去年实现税收 68.48 亿元， 同比
增长 12%；其中，规上民营工业利润同比
增长 44.5%， 规上民营建筑业企业总产
值同比增长 19.3%。

去年， 铜陵市安排 603 名市厅级和
县处级干部与 1000 余户民营企业结成
对子，定期进园入企走访，协调解决具体
问题。铜陵市还从培育市场主体、落实惠
企政策、提升科技创新服务、拓宽融资渠
道、推进服务体系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等方面打出“组合拳”，进一步激发民
营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推动实现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芜湖宣城开通海事“异地代收代办”专窗
本报讯（记者 沈宫石）7 月 1 日，芜

湖、宣城交通海事政务服务“异地代收代
办”专窗开通运行，两地政务服务跨区域
合作再升级。

今年 5 月，芜湖、宣城两市数据资源
局签订政务服务跨区域“异地代收代办”
合作协议，首批确定 13 项芜宣通办事项
清单， 以解决芜宣两地企业群众异地办
事“折返跑”为目标，建立“标准互换、相
互授权、异地代收、远程办理、协同联办”
的两地政务服务合作模式。

为进一步拓宽跨区域办事范围，芜
湖、 宣城市以海事事项为突破口， 选择

“二、三类船员适任证书核发”和“二、三
类船员适任证书损坏、遗失补发”2 个政
务服务事项进行合作， 在两地地方海事
机构开辟绿色通道，推行专窗受理。两地
地方海事机构签发的《二、三类船员适任
证书》需要办理核发的，只要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均可在两地地方海事机
构当日办结； 对于两地地方海事机构签
发的《二、三类船员适任证书》因损坏、遗
失需要办理补发的，申请人可在芜湖、宣
城就近选择所在地方海事机构递交申请
材料， 由两地地方海事机构负责传递代
受理材料，办件结果直接邮寄给申请人。

淮北相山区推出微民生项目清单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淮北市相山
区推出微民生项目清单，制定“我为群众
办实事”台账，各单位结合主责主业，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广泛听民声、察民情、
访民意，精准了解发展所需、基层所盼、
民心所向， 帮助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
点问题。

相山区组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问题大排查、大排解，通过集体
座谈、民意调查、走访调研等方式听取意
见建议， 推出 13 项微民生项目清单，制
定“我为群众办实事”台账，目前所有项
目已全面启动，有序推进。

该区各单位结合主责主业，将“我为
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同推动日常工作
结合起来。 聚焦小区旧，该区对 25 个老
旧小区和抗战路进行提升改造； 聚焦办
事慢， 该区数据资源管理局设立淮北市
第一个基层服务公开专区；聚焦办证繁，
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筹推进分户产
权办理；聚焦就业难，该区人社局开展招
聘会 77 场，达成就业意向 741 人，发放
稳岗补贴 693.57 万元 、 创业担保贷款
2530 万元， 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7227人次； 该区卫健委精准摸排疫苗接
种需求，积极协商有序组织疫苗。

宿州埇桥区壮大秸秆综合利用产业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宿州市埇桥
区把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纳入乡村振兴战
略的大格局中统筹谋划， 因地制宜推进
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利用工作， 壮大秸秆
综合利用产业， 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
收、农村增绿。 目前，该区已初步形成布
局合理的秸秆收储体系、 产业链条完整
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

埇桥区以成功申报埇桥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现代环保产业示范园为契机，
通过招商引资、政策扶持、项目支持等形
式， 积极引进多家秸秆利用龙头企业入

驻， 目前这些企业示范引导和规模效应
带动作用初步显现。

该区逐步完成收储体系建设， 现已
建成标准化收储点 30 个、村级秸秆临时
堆放点 385 个 ， 发展秸秆收储经纪人
150 多人， 收储运网络已实现乡镇全覆
盖。 同时，出台秸秆打捆离田奖补政策，
对秸秆打捆离田收储量达 2000 吨以上
的企业，每个企业给予 10 万元奖补。

2020 年 ， 埇桥区秸秆收集量为
195.75 万吨， 综合利用总量为 178.5 万
吨，综合利用率达 91.19%。

日前， 桐城市龙腾街道大王社区联合龙腾小学办学集团南校区
开展夏季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活动。 该社区对辖区危险水域逐一摸
排登记，并制作警示标志。

本报通讯员 赵婷 摄

近日，安徽农业大学教授章传政（左八）在舒城县晓天镇小兰花名优茶基地指导
群众使用生态灭虫系统。 安徽农业大学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
师生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户解决农业技术问题。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