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控专家提醒：加强防范“德尔塔”
本报讯（记者 朱琳琳）近期，境外

输入引发的本土聚集性疫情波及多个
省份。 省疾控中心专家提醒，面对德尔
塔毒株，应注意加强防护。

坚持正确佩戴口罩。养成随身携带
口罩的习惯，前往公共场所，特别是进
入公共交通工具、电梯等密闭空间时，
一定要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尽量避免人群聚集，公共场所与他人保
持 1 米以上距离； 注意良好的个人卫
生。 手卫生尤其重要，要勤洗手，用肥
皂或者洗手液和流动的水来洗手。 外

出返家后， 要及时用洗手液或者肥皂
和流动的水按照 “七步洗手法 ”洗手 ，
必要时要使用消毒湿巾或免洗消毒液
进行消毒，避免用未清洁的手接触口、
眼、鼻。

疾控专家特别提醒：有发热、干咳、
咽痛等呼吸道症状，要及时就医，如已
有跟高风险人员接触和到高中风险地
区旅行的经历，就医时务必告知医生。

荨 8 月 5 日， 合肥市包河区
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对辖区非公

立医疗机构新冠疫情防控和规

范医疗服务展开检查。

▲ 8 月 5 日，合肥市滨湖
医院组织医护人员进行疫

情防控知识学习和穿脱防

护服、隔离衣培训。

铜陵义安区靶向监督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记者 林春生 通讯员 王

子杰）今年以来，铜陵市义安区建立容
错纠错机制，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每周
定期走访企业，靠前监督，优化营商环
境。 目前，该区已推动解决 5 个影响营
商环境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

义安区出台优化营商环境容错纠
错、失实控告澄清工作办法和优化营商
环境中惩治“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
保障措施，明确适用容错机制的 6 类情
形及可以免责或减责的 5 种情况，激励
干部在优化营商环境中敢于担当。 同
时，对在市场准入、项目审批、税收征管

等环节向企业“吃拿卡要”和“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等行为严格执纪。

该区推行“一周一企”工作机制，区
纪委监委班子成员每周走访企业，了解
掌握企业发展动态和实际困难。 聘请 8
名企业负责人担任“廉情信息员”，对营
商环境进行嵌入式监督。 同时，把优化
营商环境纳入区党风廉政建设考核，分
解细化优化营商环境中落实政策不力、
违规插手工程项目、涉企服务“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等 5 个方面目标任务，
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的主体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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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改”释放土地活力
■ 本报通讯员 丁满莲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必须是村民，才享有宅基地资格
权，具备建房资格。 ”“如何盘活闲置宅
基地，是当前大家最关心的事。 ”……
近日， 在东至县龙泉镇曹村党群服务
中心 “宅改 ”理事会会议上 ，理事会成
员围绕收集、整理的村民顾虑和建议，
出谋划策。

自 2020 年获批国家新一轮农村宅
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以来，东至县把
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权益作为
“宅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首批选定

1镇 7村各试点村民组推选德高望重的
党员、乡贤、能人为理事会会长，组建“宅
改”事务理事会。 理事会在宅基地分配、
流转、退出、有偿使用等方面，充分发挥
村民集体协商作用，让村民参与决策。

东至县“宅改”工作专班数据集成
组副组长朱长东介绍，全县各地充分利
用信息化手段，开发县级农村宅基地管
理信息系统，实行群众在线申请、部门
线上审批的“联合审批一条链”服务。同
时，整合多源宅基地相关数据，创建“农
村宅基地现状一张图”， 形成科学的大
数据决策分析体系。

该县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分类施策、

稳慎推进。 香隅镇香山村紧邻东至经济
开发区，近年来，为了让居民点与开发区
保持适当的安全、卫生防护距离，香隅镇
将周边村民集中迁出安置。 2020 年，香
山村结合“宅改”收储闲置宅基地 85亩，
出租给一家企业使用，村集体每年增加
收入 20余万元。革命老区木塔乡大田村
将“宅改”与红色文化资源及旅游发展相
结合，对闲置原村小学、村部老厂房、废
弃木材加工厂等进行修缮，改建为“农具
博物馆”、农民文化活动中心、油茶公司、
大米加工厂等，兴办集体企业；对具有地
方特色的“一户多宅”木质结构老房屋进
行修缮，改建为民宿。 2020年，村集体经

济共增收 113万元，带动农户就业及粮、
油、茶、土蜂蜜、土鸡、蔬菜等销售增收
70余万元。 “今年，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
将比去年增加 20余万元。 ”大田村党支
部书记祝建成介绍，通过“宅改”壮大了
村集体经济，村民的腰包“鼓”了，村庄基
础设施也得到进一步完善。

通过“宅改”盘活闲置宅基地，东至
县各地纷纷激活乡村“沉睡的资源”。尧
渡镇尚合村依托“阳山”中国传统村落，
成片收储闲置农房和闲置宅基地，打造
别具徽风乡韵的星级民宿群；洋湖镇奠
龙村对土地重新规划设计，发展“一村
一品”特色产业。

闲置农房成为增收资产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沈果

近日，记者来到全椒县大墅镇大墅
村岗赵村民组，看到整洁干净的水泥路
通到每家每户门口，房前屋后是一块块
用栅栏围起来的苗木和菜地，处处生机
勃勃。

村民赵华顶家的宅基地有 278 平
方米， 地上建筑面积 167 平方米，４ 间
大瓦房内部正在装修。 待装修完成，这
套房子将迎来它的新主人———大墅镇
工业园区的安徽美世嘉新材料有限公
司的一名管理人员。

今年 5 月底，赵华顶、美世嘉新材
料公司分别与大墅村村委会签订了宅
基地使用权流转合同 ， 每年流转金
3000 元， 收益由大墅村集体和赵华顶
按三七比例分成。

“此前，村里还跟赵华顶签订了农
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授权委托书，期限
20 年，这样就能够有效保护流转者的权
益。 ”大墅镇党委委员童友国对记者说。

作为全椒县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镇，大墅镇今年以来设立宅基地审
批窗口、规范审批材料、完善宅基地审
批手续，并积极开展农户宅基地资格权
认定，目前全镇共认定农户宅基地资格

权 8759 户 30950 人，占总数的 80%。 对
因拆迁等原因造成部分群众退出宅基
地， 该镇探索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仅
新兴村就已有 15 户按照 80 元/平方米
的标准进行自愿有偿退出，共退出宅基
地 2121 平方米，补偿 16.9 万元。

如何将长期闲置的宅基地流转出
去，同时盘活闲置农房、增加群众收入？
记者在大墅镇刘兴村上丁村民组看到，
这里的一栋栋农房已被改造成一套套
民宿、乡村学堂、乡村振兴展览馆。 原
来，2018 年，村民组将腾退出来的约 40
亩宅基地使用权和村民闲置的房屋挂
牌招标，禾富集团获得建设用地使用权

及闲置房屋产权， 投资约 1200 万元改
造房屋，修旧如旧建起了民宿村，并结
合龙山旅游度假区建设，发展乡村生态
游，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我们借鉴刘兴村的经验做法，对大
墅村、汪店村等靠近镇工业园区且空心化
严重的几个村民组闲置农房，委托给村进
行有序流转， 出租给园区企业管理人员，
不仅可以解决部分企业实际困难，同时盘
活了闲置农房，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童
友国告诉记者，目前全镇已经摸排自愿流
转宅基地 92 户，签订委托书 92 份，已经
出租 4户，每宅每年租金 3000元，村集体
每年可增加收入 3600元。

赓续红色血脉 传扬光荣传统
刘 硕

连日来， 在中国共产
党历史展览馆举办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持续吸引
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观。
展览在带领广大党员干部

回溯百年征程、 感受红色气质的同时，
更激发出大家赓续红色血脉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誓将党的光荣传统永传扬。
百年征程中，不管面对怎样的复杂

形势和任务，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
浪，党都始终带领人民攻坚克难，沿着
正确方向前进。 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
就，彰显出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生生不
息的磅礴伟力。

在党史展览馆， 一件件实物和展

板让参观者直观感受到

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时

代，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
人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
的精神面貌， 展现了我
们党的梦想和追求 、情

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汇聚成我们党
的红色血脉。

通过这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参观
者更加认清了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

位，增强了历史定力，明确了使命目标。
彩虹和风雨共生， 机遇和挑战并

存，这是亘古不变的辩证法则。 面向未
来，更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
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鉴往知来中
奋力前行，开创新的历史伟业。

8 月 5 日， 合肥市滨湖医
院组织医护人员进行疫情防控
知识学习和穿脱防护服、 隔离
衣培训， 进一步提高医护人员
院感防控意识， 熟练掌握规范
化、科学化的处置流程。为打好
新一轮疫情防控保卫战， 连日
来， 合肥医疗相关部门从严从
紧抓应急准备， 深入推进疫苗
接种， 加强应急培训和卫生监
督工作， 坚决守住来之不易的
防控成果。

本报记者 程兆 摄影报道

疫情防控不松懈

望江长岭招大引强加速产业集聚

本报讯 （通讯员 石腾飞 ）今年以
来， 望江县长岭镇聚焦纺织服装等重
点产业，坚持招大引强，瞄准招引投资
总量大、产业关联度高、牵动性强的重
大项目，推动产业加速集聚，项目快速
落地， 有力促进了全镇经济持续快速
增长。

据统计 ，望江县长岭镇上半年签
约亿元以上项目 3 个 ，吸收省外资金
2.9 亿元，固定资产投入 3.82 亿元。该
镇重点在长三角地区进行点对点靶

向招商。 同时，立足服务现有企业，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 ，倡导 “保姆式 ”跟踪
服务 ，当好企业 “服务员 ”和 “店小
二”，全力营造尊商 、重商 、亲商 、安商
的浓厚氛围。

此外 ，望江县长岭镇扶贫产业园
一期 、二期工程已建设完成 ，共建成
标准化厂房 9 栋 ， 现已入驻 15 家服
装和纺织品加工企业。 三期工程正在
紧张建设中， 预计明年年初建成并投
入使用。

灵璧加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监管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近年来，灵
璧县坚持保障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财产收益，加强对农村产权流转交
易指导和监管，提高对流转交易的服务
水平， 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
进农村资源要素有效配置利用。

灵璧县成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监
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县农村产权交
易流转进行指导和监管。该县高标准打
造县域交易平台，整合使用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在公共资源交易大厅设立农村
产权交易窗口，在各乡镇高规格配建乡
镇服务站点。

当地按照“五有”要求，在全县 19个

乡镇设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窗口，
分别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同时坚持“五
统一分”的管理模式，统一操作流程、统
一交易规则、统一格式文本、统一信息平
台、统一监督管理、分级办理业务，建立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工作机制。

灵璧县还进一步明确， 农村的汪
塘、 林木、 土地等集体资源和厂房、冷
库、蔬菜大棚、养殖场等集体资产转让、
发包， 必须纳入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为
全县农村产权交易公平、公正、规范、合
法运行提供了政策保障。 此外，该县还
加强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程序、交易结
果的监督检查。

芜湖实现环境空气VOCs自动监测
本报讯（记者 沈宫石）为有效管控

臭氧污染， 芜湖市首座环境空气 VOCs
（挥发性有机物） 自动监测站近日建成
投入试运行。

此次建成的环境空气 VOCs 自动
监测站选择建设在芜湖市弋江区利民
路四水厂，这里位于城市人口密集区内
的臭氧高值区域，可以充分反映芜湖市
主城区环境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该监测系统可实现环境空气 VOCs
组分中烷烃、烯烃、芳香烃等 116 种组
分的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分析， 对各组
分浓度水平、时间变化等进行精准监控
和监测，为臭氧产生潜势、敏感性分析
及 VOCs 来源解析等提供重要的数据
评估依据，从而为芜湖市大气臭氧污染
防治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提供及时、可
靠的技术支撑。

8 月 4 日，在合肥市丁岗社区一处劳动者驿站内，医务志愿者为环卫工人讲
解防暑降温知识。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本报通讯员 焦伟韦 摄

迟迟白日晚 袅袅秋风生

明日 14时 54分立秋
据新华社电（记者 周润健）《2021 年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 8 月 7 日
14 时 54 分将迎来 “立秋 ”节气 ，意味着
夏尽秋来，金风渐至。

历史学者、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
伟介绍，“立秋”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
三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通常
在每年公历的 8 月 8 日前后。

与其他节气一样，“立秋” 也以五天
为一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
寒蝉鸣。 ”意思是说，从“立秋”开始，凉爽
的秋风会习习而来； 由于早晚温差开始
增大， 导致清晨空气中的水雾在植物叶
子上凝成露珠； 树上的寒蝉也因天气渐
凉，叫声低微并略带凄切。

罗澍伟说，今年因有“俩中伏”，“三

伏天”长达 40 天，其间，8 月 10 日进“末
伏”，8 月 20 日“出伏”。从时间上看，今年
的“立秋”恰在“中伏”末尾，秋后尚有一
伏，再加上我国地域辽阔，“立秋”后一段
时间大部分地区仍可能处在炎炎夏日当
中，人们还要当心“秋老虎”发威。

“立秋”不仅是重要的节气，还是我国
重要的岁时节日。 民间有“立秋”这天“贴

秋膘”“咬秋”“啃秋”等习俗。
“立秋”时节如何养生保健？ 罗澍伟

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家的建议说，“立
秋”后余暑未消，空气湿度仍大，直至“秋
分”，这段时间身体易现“温燥”。根据“燥
则润之”的理念，宜食清热健脾、利湿润
燥 、滋阴润肺的食物 ，如银耳 、百合 、香
蕉、梨等。

“立秋”后气温逐渐下降，人们食欲
增加， 建议科学摄取营养和调整饮食，
“贴秋膘”要恰到好处，不宜过分进补。

中医认为，暑热既伤阴又伤气，容易
导致人体气阴两虚，对不良刺激的耐受力
下降，要适时调整不良情绪，保持心态平
和，早睡早起，增加户外运动，以增强体能。

·民生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