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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培育示范户一万户 探索“分档授信”机制

宣城大力实施“法治家庭”培育工程
本报讯（记者 张敬波 通讯员 翟永

俊）记者 8 月 5 日从宣城市司法局获悉，
在 7 月 30 日全国普法办公布的第二批
“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创新案例”中，“安徽
省宣城市创建‘法治家庭’打通全民普法
‘最后一公里’”榜上有名，成为我省首个
也是唯一入选的案例。

自 2017 年起 ，宣城市围绕 “美好生
活 与法同行”主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大力实施百千万“法治家庭”培
育工程，探索以家庭为单位，将法治宣传
教育嵌入群众的 “衣食住行” 等生活环
节， 提升家庭成员的法律信仰、 法治观
念、规则意识，由点及面推进全民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
治氛围。

该市通过市县乡村四级联动， 促进
以宪法、民法典为主题的法治活动、法治

文化进机关、校园、企业、社区、农村，先
后开展以案释法微宣讲 749 场、 法治帮
扶 2925 人次、 排查矛盾纠纷 9.41 万件、
法治问卷调查 19.74 万人次、 入户送法
27.33 万人次，不断增强基层群众的法律
知识和法治观念。

宣城市大力创建“法治进家庭”活动
载体，以无家庭暴力、无涉黄涉赌涉毒和
传销行为、 无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等 “六
无”和带头尊法、带头学法、带头守法、带
头用法、带头诚实守信、带头传承和弘扬
好家风等“六带”为标准，全面实施百千
万“法治家庭”培育工程，共培育出法治
家庭示范户 10000 户、 法治家庭标兵户
1000 户、最赞心动法治家庭 100 户。该市
还在全市 315 所中小学校全部配备法治
副校长， 推动 “优秀法治教案视频进课
堂”“法治动漫进校园”，引导青少年从小
掌握宪法法律知识、树立宪法法律意识、

养成遵法守法习惯。
为保障“法治家庭”建设稳步实施，

宣城市出台《党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的乡村治理实施办法（试行）》，要求每
个行政村每年培育 10 户“法治家庭”，通
过以规立德、以法润德，将法治家庭建设
与基层社会治理紧密融合， 并探索实施
激励机制， 对符合授信条件的按照荣誉
层级，实行分档授信，法治家庭标兵户最
高授信额 20 万元（含）并执行优惠利率。
截至目前 ，已发放贷款 77.5 万元 ，授信
金额 245 万元，崇法尚德成为现实红利。

为让法治文化润浸更多家庭， 宣城
市深入挖掘各地特色文化资源， 将法治
元素与皖南花鼓戏、大鼓、皮影戏等地域
特色非遗项目相结合，推动形成“一县一
品、百花齐放”的格局，让“乡土风情”与
法治文化完美融合，并启动“一县一馆一
公园”建设，因地制宜将法治元素融入公

园、广场、街道、长廊、景区，先后建成法
治公园 （广场 ）177 个 ，实现 “抬眼见法 ，
随时学法”。

百千万“法治家庭”培育工程深入实
施以来，宣城市先后荣获全国“七五”普
法中期先进城市、 全省综治工作先进城
市、 全省社会治理防控体系建设先进城
市等称号，全市刑事案件发案数、公共安
全事故数逐年下降。

·编后·
普法工作要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

功夫，特别是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不
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
宣城市以“法治家庭”建设为载体，加大
政策投入，打造情境式普法平台，进一步
推动了基层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法知
法，守法用法。

荩 8 月 3 日，在肥东县古城镇江淮村产业园，群众在采
摘西红柿。 今年以来，该产业园采取“产业基地+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引进千禧西红柿等优良品种，大力发展特
色果蔬产业。 据了解，该合作社种植的西红柿亩产 9000
多斤，每亩收入 4.5 万元左右。

本报通讯员 许庆勇 唐静 摄

合作社里收获多

荨 8 月 5 日，在亳州市谯城区双沟镇吴寨村，农民在收获辣椒。盛夏时节，当
地明杰种植专业合作社 500 多亩辣椒迎来丰收，农民忙着采摘、晾晒、烘干、
销售辣椒，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本报通讯员 刘勤利 申从珊 摄

铜陵“互联网+不动产”服务平台上线
本报讯 （通讯员 方文婷 吴彬）近

日，铜陵市“互联网+不动产”服务一体化
平台上线运行。 该平台第一阶段主要服
务新购商品房、存量房、拆迁安置房不动
产登记、交易、缴税及水电气等业务。

铜陵市在去年启动“互联网+不动产”
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通过“皖事通”客户
端不动产登记网上申请平台， 全面推行
“一窗受理、一个平台、一套资料、一网通
办”。 经历近一年的建设和完善，第一阶段
项目已经开发完成并上线运行。

该一体化平台在不动产登记、 交易、
税收系统的基础上， 梳理整合了业务流

程、收件资料、业务表单，联合多部门，整
合全流程， 融合关联业务开发建设的，实
现统一申请、联网审核、网上反馈、后台核
验、一码缴费、一次办结和业务办理 24 小
时不打烊、随时随地可申办等功能，实现
服务企业和群众全时段零距离。 同时，通
过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集成机制，推进业
务协同和信息共享，实现一体化系统与相
关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为一体化办理提
供数据支撑，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 该平台与水、电、气等部门过户系统
对接，形成跨部门业务联办机制，保证相
关业务办理的连续性、安全性、便捷性。

萧县“以商招商”推动产业集聚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兰

凯）萧县强化“以商招商”举措，拓宽招商
路径，推动产业集聚。 今年以来，全县共
招引项目 43 个，总投资 111.95 亿元，其
中，亿元以上项目 31 个。

萧县建立涵盖当地重点产业的招商
资源库， 及时掌握各行业产业转移及招
商信息。资源库运行以来，全县利用该平
台成功引进投资 8.5 亿元， 江苏福瑞德
智能科技、绿元素建材科技、国家建筑材
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萧县先进材料研
究院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

该县实施“萧商回归”行动，发挥萧

县客商的带动作用，以商招商。 目前，14
名萧县籍企业家返乡创业，落地项目 14
个，总投资 17.8 亿元。 其中，合顺物流集
团总部、典跃建材、龙津陶瓷、西域红花
籽油等一批项目相继建成投产，直接带
动本地 440 余人就业，示范带动效应明
显。 该县聘请“招商大使”，依托招商平
台 ，招引抱团投资项目 ，一次集中签约
项目 13 个， 投资总额 30.5 亿元。 推动
29 家徐工机械配套企业 、30 家浙江汽
车零部件企业抱团入萧，投资 100 亿元
的海螺水泥 、80 亿元的圣泉小镇等相
继落户。

濉溪开展小麦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吴永

生）日前，濉溪县培育的濉 1309、濉 1615
两个小麦品种通过国家审定。 濉溪县大
力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开展小麦绿色高
质高效行动。目前，当地优质专用小麦生
产面积 138.6 万亩， 优质专用小麦订单
种植面积 82 万亩。

濉溪县常年种植小麦 200 多万亩，
是全国重点产粮大县、国家制种大县。近
年来，围绕解决种业“卡脖子”问题，濉溪
县农业科研试验站积极探索科技兴农新
方法、 站企合作新模式开展农业技术研
发， 濉 1309 和濉 1615 两个小麦品种同
时通过国家审定。

该县实施农产品加工业“五个一批”

工程， 上半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总产
值达 82.6 亿元，百善现代农业产业园农
产品加工产值超 30 亿元，上海光明乳业
成功入驻濉溪 ； 谋划农业发展项目 33
个；出台多项扶持政策。

今年，濉溪县投资 4.5 亿元，建设 20
万亩高标准农田。同时，建立小麦绿色防
控示范区和全国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点
各 5 个，开展小麦品种展示、肥料利用率
试验；开展春季小麦田间管理、小麦防寒
防冻、追施拔节肥、小麦中后期田管等专
项宣传， 发放技术明白纸 20 余万份；推
广利用现代植保机械对全县 205 万亩小
麦进行赤霉病统防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