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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16个地级市空气质量排名
（2021年 1-6月份）

PM2.5浓度单位：微克/立方米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注：（1）城市空气质量排名采用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大小来确定，指数越小表明空气质量越好，指数相同的城市以并列
计。 （2）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是指评价时段内，参与评价的各项污染物的单项质量指数之和（单项指标评价时段内平均浓度与
该指标二级标准限值的比值，SO2、NO2、PM10 及 PM2.5 采用年均浓度二级标准限值、O3 和 CO 采用日均浓度二级标准限
值），指数越大表明城市空气污染程度越重。 （3）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指本年度评价时段内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与上
年同期变化幅度，变化率大于 0 代表空气质量恶化、小于 0 代表改善、等于 0 代表持平。 （4）2020 年同期数据采用“十三五”
监测点位进行评价。

2 宣城 3.53 2.3 33 90.5

3 安庆 3.68 1.7 35 86.7

4 池州 3.71 8.5 33 84.0

5 六安 4.02 3.1 36 84.5

6 芜湖 4.16 5.6 37 82.9

7 合肥 4.29 7.2 37 82.3

8 铜陵 4.33 4.6 36 89.5

9 马鞍山 4.38 7.1 38 82.3

1 黄山 2.62 -1.1 22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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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亳州 4.49 -5.9 41 74.3

11 滁州 4.61 11.1 41 75.7

12 蚌埠 4.66 3.8 43 76.2

12 淮北 4.66 -4.5 45 73.5

14 宿州 4.68 5.9 46 72.9

14 阜阳 4.68 3.5 50 73.5

16 淮南 4.82 3.4 49 71.3

全 省 4.22 3.9 39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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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年来， 全椒县不断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通过县镇村三级联动，大
力推动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
扎实推进文化民生工程， 为基层老百
姓提供了集文化娱乐、休闲健身、廉政
教育、 农技培训等功能为一体的多元
服务平台， 促进了基层文化事业高质
量发展，提升美丽乡村品位。

农村文化设施贴合群众需求“线”

全椒县通过资源整合、 盘活存量等
方式，建设了 10个镇和 114个村（社区）
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并普遍配备有
图书、文体器材和数字资源服务等。

该县部分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有
留守儿童之家和老年人活动室及廉政
广角等功能室， 县图书馆还针对乡村
留守儿童、 孤寡老人开展多种类型的
公益活动， 在力求满足其物质条件的
基础上，充实弱势群体的文化生活。 在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打造上创新管理

机制，通过文化协管员、农家书屋管理
员和广播监管员“三员合一”提升服务
效能。

民生工程实施打通文化惠民“线”

全县各级各类文化场馆免费对外
开放，每年接待群众约 100 万次，并广
泛开展民歌大赛、花灯大赛、廉政文化
汇演、乡镇综合文化站文艺调演以及各
类培训、讲座等活动 200 场以上。 每年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在全县各村开
展送戏进万村文艺演出 100 场以上、放
映农村公益电影 1100 多场。 县图书馆
总分馆联盟通过举办科普知识进乡村
活动，把科普实验带到乡村课堂，把科
普阅读送到乡村基层。农家书屋每年更

新廉政教育类和技能实用性出版物
5600 多本，开展“我的书屋·我的梦”等
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370多场。

多彩文化活动融入群众生活“线”

全椒县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每年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500 场以上 ，
其中包括廉政文化教育 、家规家风宣
讲等。 县图书馆总分馆联盟成立 “送
书小分队 ”， 将图书资源送到乡村群
众的手中。 另外该县还注重打造群众
自导自演的乡村春晚 、制作廉政快板
书《小微权力》和廉政戏剧 《太平官刘
平》、 花灯表演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品
牌，广受群众喜爱。

该县积极构建“互联网+”平台对

接群众文化需求，建设了数字书屋、国
家公共文化云全椒专区等线上平台 ，
还推出了线上云阅读、线上慕课、线上
展览等丰富的线上文化服务， 群众可
以通过扫码或官网等多种方式参与其
中。 该县在基层文化活动的种类和廉
政教育的形式上不断推新， 公共文化
服务更加深入人心。

文化阵地推动党史学习教育“线”

今年以来， 党史学习教育火热开
展，党风廉政教育深入推进，基层文化
阵地也顺势成为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多
元化平台。 全椒县各镇村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通过开展知识竞赛、读党史 、
朗诵比赛等活动寓教于乐， 使得党史

学习更有心、更走心。 县图书馆总分馆
联盟依托丰富的红色馆藏资源， 开展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
让读党史、 学党史的氛围在乡村日益
浓厚。

借助多元文化服务平台， 该县组
织了“百村同庆”农村文艺演出 、廉政
文化六进宣讲、“百戏献礼” 红色主旋
律优秀剧目“六进”巡演、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 、 “永远跟党
走”大合唱等专题文化活动，进一步深
化党史学习教育， 夯实党风廉政教育
根基，共庆党的百年华诞。

廉政文化教育锤炼清廉保障“线”

该县探索创新廉政教育方式方

法， 依托县文化馆建成全椒县党风廉
政教育基地，推进清廉文化阵地建设。

今年以来 ， 组织全县 19 个单位
1600 余名党员干部和 600 余名群众分
批次参观党风廉政教育基地。 拍摄廉
政短视频和微电影在县纪委监委网站
发布，直接面对全县各级群众 ，在 “全
椒纪检监察” 微信公众号发布党规党
纪知识、 廉政动态、 案例剖析等内容
800 余条。 编辑小微权力清单、制作廉
政文化动漫、 拍摄廉政教育微电影等
形式，突出纪律和规矩教育，聚焦重要
时间节点发送廉洁短信提醒。 通过各
级文化阵地增强基层群众监督前哨的
作用。

全椒县从打造基层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一个“点”出发，紧抓文化设施打
造、 文化民生工程实施、 文化活动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廉政文化教育引导
五条主“线”，进一步推进了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全面共建共享。

（周发维 刘成名 沈果）

全椒县：文化民生工程提升美丽乡村品位

水文“尖兵”守安澜
———记省水文局宣城水文勘测队党支部

■ 本报记者 罗鑫

7 月 2 日， 位于皖南山区的宣城市
旌德县迎来了强降雨， 区域内徽水河超
保证水位。河水汹涌而过，冲毁了宣城水
文勘测队旌德水文站的水位水尺桩。

“为了保证正常观测水位不受影响，
我们第一时间申请增设临时水位水尺
桩。 ”工作满 30 年的旌德站站长舒斌找
来木桩，钉上有水位刻度的搪瓷牌，穿着
皮裤下水打桩。 “作为宣城水文勘测队的
一员，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为民测水文的
责任感。 ”舒斌说。

省水文局宣城水文勘测队党支部隶
属于安徽省芜湖水文水资源局党总支，
勘测队在职职工 30 人，其中党员 20 人、
预备党员 1 人，承担着长江支流水阳江、
青弋江以及陈村水库（太平湖）水文测报
任务，辖区面积 1 万多平方公里，共有 10
个国家基本水文站、162 个中小河流水文
站及水位雨量站点。 这些水文站点大多
远离城区， 有的偏远山区站职工多则 3
人至 5 人，少则只有 1 人。 在鲜为人知的
站房里，在顶风冒雨的路途中，宣城勘测
队党支部的党员们，守望江河湖库，观测

报送雨情、水情、汛情。
1985 年， 高中毕业的束俭朴接过父

亲的接力棒，来到远离人烟的大河口水文
站，从此与水文结缘。为了完成测报任务，
他无暇顾家。 1996 年汛期，连续强降雨使
清溪河水位暴涨，家里价值万元的木材被
洪水冲走。 面对妻子的埋怨， 束俭朴说：
“我是党员，职责所在！ 钱没了可以再挣，
测报任务要是没完成就无法弥补了。 ”

束俭朴被调到三口镇水文站担任站
长后，一干就是 16 年。 2018 年汛前准备
中，他妻子住院做手术，女儿刚生孩子，他
把妻女托付给亲戚朋友照顾， 一人完成
17 个站点的遥测雨量维护， 以及本站的
大断面、水尺测量等工作。 这些站点跨越
2 个市 4 个县区，最远站点单程 100 多公
里。“要时刻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不愧对
党员这个光荣的身份。 ”束俭朴说。

水文数据就是命根子，雨越急、洪水
越大，数据越宝贵。在急难险重的任务面
前， 宣城水文勘测队党支部的党员们冲
锋在前、逆行出征，履职尽责不退缩。

新河庄水文站是水阳江干流重要监
测站，为上下游防汛调度提供数据支持，
关乎近 7600 平方公里流域、数百万群众

的安危。新河庄水文站站长、预备党员陈
涛祖孙三代接力坚守新河庄水文站 70
多年。 “水文工作者是防汛的哨兵，责任
重大，容不得一点马虎。 ”陈涛说。

2020 年，我省遭遇史上最长 60 天梅
雨期，水阳江流域防汛形势十分严峻。7月
6日，宣城下了一天大雨，河流湖泊水位猛
涨。21时左右，陈涛接到防指命令，要求测
量北山河马山埠闸断面水文数据。 马山埠
闸距新河庄水文站以走水路计算约 25 公
里。 那时天黑雨大、水流汹涌，水面上不时
有树枝、草垛等顺流而下，险情不断。 陈涛
与父亲手持探照灯，冒着风雨驾船逆流而
上，及时抵达测量点，测得数据上报，两人
回到水文站时已是子夜。 尽管轮流休息，
但职业敏感让陈涛睡不踏实。 次日一早，
陈涛和父亲就奔向江边。 此时，水位线刚
到拐点，测得新河庄断面流量达每秒 2190
立方米，为水利工程设计和调度留下了宝
贵资料。 整个汛期，新河庄水文站全体职
工连续 1 个多月昼夜坚守岗位，出色完成
各项水文测报任务。

作为搏击风浪的防汛尖兵， 宣城水
文勘测队党支部向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
门提供准确及时的水文情报预报， 为防

汛抢险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019 年第 9 号台风“利奇马”给宣城

宁国市带来特大暴雨。 宣城水文勘测队
党支部全力应战，及时预报预警，让宁国
市得以提前转移群众 1.3 万人，特别是坞
村敬老院 100 多位老人及时避险， 避免
了可能出现的重大人员伤亡。 2020 年汛
期， 宣城水文勘测队党支部关键时刻能
够顶得上、扛得住，在各水文监测断面实
测流量 691 次，行程近 4000 公里；采集
各类水雨情信息近 250 万条， 发布洪水
预报 142 站次，助力宣城市实现 2020 年
汛期万亩圩口、小型水库无一溃破。

宣城水文勘测队的水文测站分布分
散， 其中最远的三口水文站距离宣城市
120公里。宣城水文勘测队党支部克服困
难，在坚持“三会一课”等集中学习外，灵
活采取 QQ 群、微信群沟通交流，集中和
自主学习等多种形式， 努力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行动自觉。

“通过持之以恒提高党员学习教育质
量，实现了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的组织。
无论是党员还是群众，始终做到讲团结、
作贡献、敢担当。 ”宣城水文勘测队党支
部书记、队长吴科军说。

宿州全力应对强降雨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连日来，宿州迎

来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并伴有雷雨大风短
时对流天气，累计有 107个监测站点雨量
超过 100 毫米，43 个监测站点雨量超过
200毫米。该市全力以赴防范应对强降雨，
目前涵闸、水库、泵站、堤防等水利工程运

行安全，防汛形势总体稳定，无险情发生。
宿州市水利局全面开启萧濉新河、

新汴河、奎濉河、浍河等市域主要河道涵
闸行洪排涝，确保防洪工程安全；市气象
局与市县有关部门及重点企业建立 24
小时联动机制， 即时通报天气形势和预

报信息； 市水文局根据天气预报对河库
水势进行预测，并提出预泄水量、腾出库
容的指导意见； 市城管局出动防汛巡查
人员 2600 多人次、设备 131 台 （次 ），及
时排除积水，保障城区路段畅通。

宿州市各地干部群众深入田间地
头，积极清沟沥水，减少灾害损失，累计
调动机械 1400 多台（次），出动人员约 4
万人次，疏通沟渠约 1100 千米、排除内
涝面积约 60.1 万亩。

·体育看台·

日前，第 14 届全运会群众
比赛象棋预赛在合肥举行。 本
届全运会象棋项目共有男子、
女子个人公开组，男子、女子个
人业余组，男子、女子团体公开
组，男子、女子团体业余组等 8
个组别，来自全国 32 支代表队
327 人参赛。 预赛 28 日结束，
决赛 29日打响。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亳州强化长三角区域人社合作

本报讯 （记者 武长鹏 通讯员 刘

景侠）近日，亳州市分别与上海市奉贤
区、江苏省连云港市签订了《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人社工作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亳州市将与奉贤、连云
港建立合作常态机制， 共同推进资源
共享，探讨推进政策同频，同向引导交
流合作，深度加强跨区共建，探索业务
经办有效衔接，通过与两地精准对接、
等高对接、全域对接，促进两地与亳州
人社工作高质量发展。 亳州将与两地
在产业对接、博士后工作站、技能大师
工作室等方面开展就业创业、 人才引

育等项目合作， 联合开展各类创业活
动交流，加强劳务对接合作，推进农民
工服务站建设 ，解决就业 、务工 、维权
等方面问题。

今年以来，亳州市积极与长三角区
域部分城市沟通联系，先后与南京溧水
区、浙江慈溪市、上海嘉定区等签订了
《劳务合作协议》。 目前，亳州市与长三
角区域签订该协议的城市已达 6 个。未
来， 亳州市将与长三角区域城市联手，
围绕招聘就业、人才培养、社保服务等
方面深入开展协作配合，共同促进群众
享受更高质量的人社服务。

蚌埠评选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本报讯（记者 殷骁）7 月 27 日，蚌

埠市 2021 年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落幕。

本次大赛自 3 月启动以来，蚌埠市
各级团组织、青年志愿者组织以及青年
社会组织积极响应， 申报参赛项目 30
余个，涵盖村庄清洁、环境保护、文明实
践、关爱少年儿童、为老服务、阳光助残
等多个类别。经初评，其中 23 个项目进
入决赛。 最终，“萤火照亮天使屋”等 4

个项目获一等奖，“未成年人犯罪临界
教育”等 8 个项目、“‘缘梦起航’儿童社
会工作介护服务”等 11 个项目分获二、
三等奖。 下一步，共青团蚌埠市委将建
立健全该市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库，推动
青年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专业化和项
目化发展。 同时，吸引更多青年志愿服
务组织加入项目库，不断壮大青年志愿
者队伍，拓展青年志愿服务领域，推动
全市志愿服务事业稳步健康发展。

淮北举办农民工电工技能大赛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任

贻升）日前，淮北市举行第三届农民工
电工职业技能大赛。经角逐，国网淮北
供电公司城郊供电服务中心获团体一
等奖。

本次大赛由淮北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团市委主办，由国
网淮北供电公司具体承办。大赛旨在推

进乡村振兴和淮北市技工建设，加快农
民工电工高技能人才培养，促进农民工
电工业务素质和技能水平提升，为淮北
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技能人才
资源保障。 来自淮北市三区一县的 11
支代表队 31 名选手参加了决赛， 竞赛
内容包括理论知识、智能表安装、横担
安装 3 个项目。

六安发布脑卒中急救地图
本报讯 （记者 袁野） 脑卒中又称

“中风”，如何识别脑卒中、快速选择并
及时到达合适的医院就诊，直接关系患
者的生命健康。 近日，六安市公布该市
卒中急救地图， 共 11 家医院作为首批
成员单位加入该地图。 此举将广大市
民、120急救体系、救治医院三方紧密衔
接，为卒中患者院前急救择院提供精准
导航，最大限度为全市卒中患者赢得抢
救时间，保证抢救质量，为急性期脑血

管病救治建立更为快速高效的模式。
有了卒中急救地图， 患者可以由此

了解本地区有急性卒中救治能力的医
院，并及时与医院和 120急救中心沟通。
同时，120急救中心在尊重患者及家属意
见的前提下， 将患者及时转运到有救治
资质和条件的最近医院。此外，最近的医
院在接到卒中急救地图的预警后会迅速
启动绿色通道，开展多学科合作，在最短
时间内进行脑卒中的急性期救治。

全运会象棋赛在肥举行

7 月 28 日上午，合肥科技馆常青街
道淝南社区分馆， 科普志愿者在利用直
播防台风安全知识。

为了让小朋友可以足不出户学习安

全知识，提高应急自救能力，安全度过暑
假，近日，合肥科技馆开展“网上的安全
课”活动，科普志愿者通过网上直播的方
式，教小朋友学习防台风、防雷电、防溺
水等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网上安全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