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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岸绿乐乡民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河水清波荡漾，两岸绿树红花……8
月 2 日，记者行走在武家河畔，被眼前的
美景所吸引。“以前武家河多年缺乏环境
治理，加之群众环保意识不强，存在垃圾
乱丢和污水直排现象。”涡阳县牌坊镇镇
长王国云向记者介绍。

武家河全长 35 公里，是涡河的一条
支流，经牌坊镇约 20.3 公里。 为改善武
家河生态环境，建设绿色美丽家园，去年
以来， 该镇对流经本地的武家河段进行
分期分段治理， 全力打造武家河生态廊
道，对沿岸村庄进行改造升级，建设现代
农业旅游观光带，沿河发展果树、苗木花
卉、中药材、蔬菜等特色产业种植，促进
村民增收致富。

“以前河里杂草丛生，各种漂浮物随
处可见。 拦河坝多，河水不畅。 河边上都
是大大小小的取土坑， 最后变成了臭水
坑。 ” 周桥村党总支书记周家全对记者
说，经过环境治理后，臭水坑不见了，武
家河再现美丽风光。

据王国云介绍，该镇结合集体空间
治理工作， 把原来被村民占去的三荒
四边集体土地清理收回 ， 然后公开承
包给大户开发 ，恢复原貌 ，栽树种草 ，
美化环境。

“以前河边连着村头地角，村集体空
闲地被挤占，破坏生态，垃圾成堆，野草
疯长，无人过问。 ”周桥村村民王传发对
记者说， 经过一年来的治理， 垃圾不见
了，臭味闻不到了。村里还建设了文化广
场和农耕馆。文化广场安装了健身器材、
路灯，搭建了乡村大舞台。

“文化广场一直到河边都是花花草
草，每天早晚唱歌、跳舞、健身的男女老
少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王传发说，文化
广场成了他和乡亲们的欢乐打卡地。

“过去河水臭，村里脏，没有好去处。
如今河水变清了，村里变美了，心情自然
好起来了。”正在文化广场健身的村民徐
林林说， 全村广大干群建设美丽乡村的
思想觉悟大大提高， 保护武家河生态环
境人人有责。

去年以来， 牌坊镇环境治理武家河
一期工程共投入资金 167 万元， 分别组
织机械和人员 46 台（套）、1128 人次，清
理土方 27 万立方米， 打捞清理漂浮物
500 多吨；治理河岸垃圾坑 23 个，清理
垃圾 160 余吨， 栽植树木、 花草 5 万余
棵。同时对全镇范围内的母猪沟、青龙沟
等 6 条沟进行清淤。

“武家河二期工程即将启动，全镇将
围绕‘十四五’规划和乡村振兴工作，稳
步推进，实现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百姓
富裕。 ”该镇党委书记栗怀忍告诉记者。

暑期加速改厕，补齐民生短板
侯雪静

正值暑期， 无论是乡村旅游还是卫
生防疫，都要求加快推进农村改厕工作，
让群众更方便，让环境更宜人，让生态更
优美。

厕所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尺。 从新
中国成立之初仅是解决“方便”问题，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初级卫生保健、90 年
代的卫生城市创建， 再到如今的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厕所映射着社会进步。

厕所事关乡村文明树新风。 农村改
厕，常常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污水
治理、乡风文明提升等“打包”实现，不仅
仅带来文明习惯的改变， 也带来健康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进而转化为经
济效益，迸发出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

农村厕所革命既要肯定成绩， 也要
正视问题。当前一些东部发达地区，农村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95%以上， 但在有
的地区，因为模式不适应，建了没法用；

有的因为缺乏管护机制，锁上不让用；有
的因为质量不高，建了不耐用。

这些问题的背后有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的影子———没有考虑本地的经济社

会发展程度和承受能力，盲目拔高标准；
推进方式简单化，搞一刀切，缺乏后续管
护；没有考虑群众意愿和需求，盲目下指
标、定任务……

补上农村厕所这块民生短板， 需发
挥群众主体作用，掌握群众意愿，满足群
众需求，既不能贪大求洋，也不能降低标
准，要因地制宜，尊重规律。

具体来说， 就是要注重同农村经济
发展水平相适应， 同当地文化和风土人
情相协调，坚持宜水则水、宜旱则旱，选
择简单实用、成本适中、技术成熟、群众
乐于接受的改厕模式， 建立健全长效管
护机制。补齐农村厕所这块民生短板，提
升群众幸福感。

上月降水为 1961年以来第四多

本报讯（记者 史力）据省气候中心监
测，刚刚过去的 7月全省平均气温 27.8℃，
较常年同期偏低 0.3℃。 全省平均降水量
371毫米， 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多七成，为
1961年以来第四多，淮北、泗县和固镇为
本站历史同期最多。 全省平均日照时数
149小时，较常年同期偏少两成。

7 月上旬，由于我省仍处于梅雨期，
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黄山、绩溪、合肥、
天长、阜南、太和等 18 个地区出现大暴

雨，7 月 8 日合肥日雨量达 188.6 毫米，
为本站 7 月历史第二多。 淮河以南于 7
月 11 日出梅，梅雨强度接近常年。 中旬
多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江北部分地区受灾。 月末台风“烟花”持
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雨势相对平缓、
累计雨量大， 对我省造成明显影响，宣
城、滁州等 9 市 31 县（市、区）受灾。 此
外，由于多强降水过程，月内我省各城市
空气质量基本为优良等级。

提高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覆盖面

我省力争秋粮病虫害损失率 5%以内
本报讯（记者 史力）记者从日前召

开的全省水稻重大病虫害防控视频会议
获悉， 当前水稻病虫呈现基数大、 种类
多、 发展快特点， 总体发生形势复杂严
峻，威胁秋粮生产。为此各地植保部门正
密切监测， 部署提高统防统治和绿色防
控覆盖面， 力争将秋粮病虫害损失率控
制在 5%以内。

据了解，当前全省水稻长势良好，但
病虫害发作明显， 特别是稻飞虱在皖南
和沿江稻区存在偏重至大发生的趋势，
稻纵卷叶螟在全省中等至偏重发生，目
前稻飞虱累计已发生面积 785.1 万亩 ，
稻纵卷叶螟 252.5 万亩， 纹枯病 920 万
亩。省植保总站负责人介绍，目前各地严
格按照 《全省水稻病虫害防治预案》，突
出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稻曲病、
稻瘟病、纹枯病“三虫三病”，因地制宜制

订防治技术方案， 选择高效对路药剂和
高功效施药器械，实施分类科学防治。优
先在粮食生产功能区、 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护区、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农产品品
牌基地等建立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
区，集成运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态
调控和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 带动
辐射周边农户推进区域全覆盖。

专业化统防统治是做好水稻重大病
虫害防治的重要抓手和有效举措。 据了
解， 目前各地正利用项目资金加大对专
业化服务组织的支持力度， 调动社会力
量参与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提高防
治技术到位率和覆盖率。 建好、管好、用
好省植保无人飞机防治农作物重大病虫
害管理平台，利用平台强化对全省 9032
个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的过程监管，确
保防治效果。

“亭满意”引得“凤来栖”
———开局之年新看点②

▲ 7月 30 日晚上 8 时，合肥市珠光南苑西区东南 1门门口，电动车经营户将车
辆堆满，小区内私家车也将路口堵死，原本有着消防功能的通道失去作用。

▲ 合肥市包河区华盛格林雅地小区西门的一处消防通道停满电动车。

荨 8 月 3
日，合肥市繁
华大道上的

某小区消防

通道处堆满

了杂物。

消防通道
关键要通
消防通道被称为“生命通道”，是

指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
散的通道， 在各种险情中起到不可
低估的作用。 防患于未然，消防通道
务必畅通。 连日来，记者在合肥市实
地探访发现，消防通道被私家车、电
动车、杂物等堵塞现象屡见不鲜，一
旦遇到紧急情况， 会严重影响救援
人员第一时间进入现场， 给疏散和
救援带来很大的阻碍。

本报记者 程兆 温沁 实习生

焦家星 摄影报道

■ 本报记者 罗宝

7 月 28 日，总投资 102 亿元的人民
控股集团光电显示材料项目，仅用 28 天
即完成从初次洽谈对接， 到企业来滁考
察、对接交流，最终完成签约的“闪婚”。
同一天， 大型跨国集团公司通威集团新
能源项目也签约落户天长。此外，今年以
来，总投资 130 亿元的健康食品、总投资
120 亿元的阳光新能源多能互补基地 、
总投资 100 亿元的某上市公司锂电池项
目、总投资 16 亿元的中国长城(滁州）智
能制造产业基地等一批重大主导产业项
目纷纷“牵手”滁州，使该市招商引资迎
来新的“井喷期”。

“亲”“清”环境，发展如鱼在水

“欢迎各位！智能家电产业是发展的
龙头产业， 企业家是推动滁州高质量发
展的主力军， 大家对企业发展和投资环
境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开诚布公、畅
所欲言……”今年以来，滁州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多次邀请企业家共进早餐，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谈发展现状、话产
业形势、说具体问题、提意见建议，对企
业家提出的问题一一回应。

以醉翁亭闻名于世的滁州又称 “亭
城”。对标省内一流、对标省外先进，滁州
市提出“双对标”，围绕“亭满意”抓营商
环境，聚焦打造最优的政务环境、市场环
境、服务环境，营造“亲”“清”政商关系，
努力让企业家感到在滁州如鱼在水、如
沐春风。

“企业上市需要办 20 多个证明，在
市企业服务中心的帮助下 ‘一站式’完
成，一周时间全部办齐，我们对‘滁州速
度’十分满意。 ”安徽胜华波汽车电器有
限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王先宏告诉记
者，2013 年来滁投资以来， 企业陆续建

设了一期、二期，今年 7 月又拿了土地即
将建设三期， 成为集团在全国最大的生
产基地。

滁州市实行月调度、 双月企业家座
谈会、企业家早餐会等机制，定期听取企
业家心声。 市委、 市政府成立营商环境
20 个指标工作专班，市、县两级均成立
企业服务中心，组织相关部门起草《滁州
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拿出营商环境
20 个领域系统化提升举措 177 项。

该市实行服务企业八项工作机制；
开展规上企业走访调研，建立一企一档；
组建全市企业服务联盟； 开展在滁商会
协会走访调研……今年以来， 滁州市政
务服务事项平均审批环节减少到 2.15
个、 压减 24.8%， 审批时限减少到 2.56
天、压减 39%。

“双招双引”，产业延链补强

在江苏客商投资的安徽英发德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里，9 条全自动化
智能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 每天 120
多万片 210 毫米大尺寸太阳能电池片从
这里走向各地。 这个总投资 55 亿元的
7.5GW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 去年
8月开工，今年 3 月即调试生产，预计今
年销售额 40 亿元左右。

短短几年时间， 滁州市陆续引进隆
基、晶科、东方日升、福莱特、永臻、通威
等光伏产业知名企业， 日益崛起为国内
重要的光伏产业制造基地。

滁州市坚定不移把“双招双引”作为
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抓手，凝聚起抓发
展的最大共识。 “在虎口夺食、竞争激烈
的形势面前，就看谁的招数新、招数硬、
招数实。 ”滁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亲自抓项目、 主动谈项目、 带队找项
目， 全市选优配强 43 支县干招商小组，
瞄准行业龙头企业和细分领域成长型企

业，以钉钉子精神常抓不懈。今年 1 月至
6 月，全市亿元以上项目新签约 275 个、
新开工 192 个、新投产 126 个，同比分别
增长 5%、15%、28.6%。

今年以来，滁州市紧紧围绕建链、补
链、延链、强链，实施光伏、半导体、新能
源电池、智能家电等八大产业链链长制，
一套班子、一支基金、一个协会、一个研
发平台，全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
链、资本链、人才链、政策链“多链协同”。
今年上半年， 全市共引进八大产业链项
目 190 个，占比 69.1%，一批头部企业重
大项目先后落地。

滁州市实施智汇滁州人才 “四大工
程”，高质效推进落实招才引智“十大举
措”。 去年以来，先后引进国家级领军人
才、博士等高层次人才 500 多人，每年培
训经管人才 2000 多名， 累计培育国家、
省级领军人才 50 多名。滁州市还加快中
新苏滁高新区和来安汊河产业新城、滁
州高教科创城、 滁州经开区原创科技城
“一区三城”建设，打造国家级产城融合
示范区，构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科技园区”全链条孵化育成体系。同
时，与高校、科研院所和知名企业搭建协
同创新平台，在上海举办“揭榜挂帅”系
列活动。

一体发展，加快联姻共赢

日前， 记者来到位于顶山—汊河跨
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南京投资企业安
徽和怡光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刚刚
投产，工人们正紧张忙碌。 “项目从 2019
年年底拿地，2020 年建设厂房， 今年 7
月建成投产， 得益于当地政府对我们全
力支持，办手续、建厂房快速、顺利，让我
们充分感受到一体化发展带来的便利。 ”
公司生产主管金本超说。

作为长三角 27 个中心区城市之

一 ，滁州市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借梯登
高 ，主动作为 ，全方位参与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长三角中心区
城市。

今年 7 月， 南京至滁州城际铁路南
京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全本公示， 滁宁
城际铁路到去年已累计完成投资 44 亿
元，建成投运后坐城铁去南京仅需 10 分
钟。滁州加密交通网，抢抓沿江高铁与京
沪高铁并站运行机遇，推进宁淮、合新、
滁宁城际铁路建设，加快宁洛高速“四改
八”、滁天、来六、明巢高速建设，开工滁
州港（汊河）、明光新港、白塔河航道升级
工程，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580 公里、
在建 187 公里，均居全省第一，构建了通
往沪苏浙 8 条高铁、15 条高速公路、9 条
水运航道的综合立体大通道。

今年以来， 滁州市宁滁省际毗邻地
区新型功能区管委会正式挂牌， 总体规
划方案纳入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浦口—
南谯、 顶山—汊河两个省际毗邻地区新
型功能区建设加快推进，总投资 52 亿元
的科技产业园、30 亿元的华瑞微半导体
以及路网基础设施等加快建设。 天长与
六合签订新型功能区共建框架协议，全
市与沪苏浙城市合作实现城区、 园区全
覆盖，中新苏滁高新区扩区有序推进。该
市还加快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
设， 明光与盱眙签订凹凸棒产业发展战
略联盟框架协议并启动明光—盱眙新型
功能区规划建设。

滁宁一体化发展红利在教育、医疗、
卫生、交通、旅游等公共服务领域得到充
分体现。 今年 5 月 20 日，来安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为南京市浦口区市民刘士成核
发“跨省通办”营业执照。 “上午电话咨询
来安县，下午提交材料到浦口区，第二天
上午营业执照就送到了我手上， 不用跑
两地，真正感受到群众办事少跑腿、跨省
通办更便捷。 ”刘士成开心地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