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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汪国梁

加快补齐水利短板

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来皖考察时强调，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提高抗
御灾害能力，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要达到
现代化水平。

淮水汤汤，自上游蜿蜒而下。位于皖豫
两省交界处的阜南县王家坝闸， 每到汛期
便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 被视作淮河防汛
的“风向标”“晴雨表”。 近日，记者在王家坝
闸、蒙洼蓄洪区等地走访时了解到，水利设
施经过改造加固，防洪能力进一步提升，蓄
洪区因地制宜种植水生作物、 发展适应性
农业，人水和谐的路子越走越宽。

去年淮河流域特大暴雨洪涝灾害中，
包括蒙洼在内的沿淮多个行蓄洪区人民
再次舍小家为大家，良田、道路、鱼塘等都
成一片泽国，损失巨大。 阜阳市按照总书
记重要讲话指示要求，全力做好灾后恢复
重建，引导群众抢抓农时改种补种，加强
对受灾农业经营大户的帮扶，帮助受灾地
区恢复生产。 做好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核
查、申报、发放和审计等工作，共发放补偿
资金 4.73 亿元， 惠及受灾群众 5.4 万户、
23.7 万人。

被洪水损毁的设施得到及时修复。 阜
阳市坚持“先抢通、后修复”，积极抢修道
路、通信、电力、供水等受损公共设施，迅
速恢复受灾地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开展
水毁水利工程摸底核查， 全市 81 处水毁
水利工程设施修复项目于今年 4 月前全
部完成。

兴水利、除水害，提高抗御灾害能力，
必须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一年来，阜
阳市针对洪涝灾害中暴露出的短板，围绕
淮河、颍河、洪河、泉河等河流治理，城市
防洪排涝，水利涵闸修复等，深入谋划建
设一批基础性、枢纽性重大项目，积极配
合推进淮河重要行蓄洪区建设工程、沿淮
行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的前期工
作， 全力推进国家级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淮干王临段整治工程于去年 10 月 26 日
开工建设， 累计下达投资计划 9.5 亿元，
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 5.43 亿元。 洪汝
河治理工程去年 11 月 24 日开工建设，累
计下达投资计划 1.5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
0.81 亿元。

把脱贫成果巩固好

把乡村振兴接续好

习近平总书记来皖考察时，对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十分关注，强调要接续
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
贫困地区走向全面振兴。

知重负重，迎难而上。 去年，在灾情和
疫情双重影响下，阜阳市突出阜南尤其是
沿淮行蓄洪区这个重点，综合采取有效举
措 ，如期实现 8 个县 （市 、区 ）全部摘帽 、
516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00.99 万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历史性任务，颍淮大
地上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 今年初以来，
阜阳市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过
渡期内政策总体稳定，不断健全防范返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把脱贫成果巩固好，把乡村振兴接续
好。 走进阜南县林海生态技术公司，墙上
的标语 “养出来的新能源 种出来的天然

气”格外引人注目。 阜南县政府与林海生
态技术公司合作实施的农业废弃物沼气
与生物天然气开发利用 PPP 项目，是当地
发展循环经济、 推动乡村振兴的重点项
目，利用秸秆、畜禽粪污、餐厨垃圾等，年
生产生物天然气 5000 万立方米、 有机肥
20 万吨，可消耗 177 万头猪粪污、县域内
25%的秸秆，既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又提
升了农业生产效益。

作为粮食年产量超百亿斤的农业大
市，推动乡村振兴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
产体系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阜阳全面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广“优质
粮食工程”助力乡村振兴“阜南样板”，形
成“产、购、储、加、销”五优联动，产业链、
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协同”的粮食发展新
格局。 探索建立农产品产地环境、生产过
程、加工流通、消费全程可追溯体系，对专
用品牌粮食基地继续实行供种、 耕种、管
理、收获、销售“五统一”，推动品种培优、
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高
粮食溢价能力。 从“百亿粮仓”到“千亿厨
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提
供了愈加坚实的支撑。

抢抓国家战略机遇

拓展空间积蓄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来皖考察期间，专门召
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指
出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解决区域
发展不平衡问题，强调要增强欠发达区域
高质量发展动能。

作为欠发达地区，阜阳紧紧围绕党中
央及省委赋予的新定位、新使命，抢抓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机遇，加快融
入长三角“朋友圈”。

可用消毒液雾化消毒，可用紫外线消
毒，可设定工作区域全自动运行……适应
疫情催生的医卫市场巨大需求，复旦大学
科研团队研发的专业级消毒机器人在阜
阳复旦科技园投产，半年来已销售 120 余
台。 这是阜阳借力长三角大院大所提升创
新能力的硕果。 “我们采取上海、阜阳双基
地、双中心运营模式，在上海设立科研成
果前孵化基地，在阜阳承接科研成果转化
落地。 ”阜阳复旦科技园负责人介绍，复旦
科研团队为园区提供项目源泉和科技支
撑，园区组建了总规模 1 亿元种子创业投
资基金，支持初创型企业发展，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

政策 、区位 、交通 、人口等多方面优
势，吸引着长三角产业、科创等领域优质
要素加快集聚，一批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
项目在阜阳落地。在阜合产业园，总投资 2
亿元的上海祺力年产 1000 台高端礼仪车
项目有望填补国产高端礼仪车市场的空
白；在颍上县，总投资 20 亿元的赛拉弗电
池片及光伏组件生产项目，将于下月初试
产，达产后年产值可达 50 亿元，并为当地
带来约 2000 个就业岗位。

组建 6 个长三角招商中心，大力开展
“双招双引”； 持续深化城市结对共建、城
区对口合作、 共建省际产业合作园区；选
派多批优秀干部到沪苏浙党政机关、大型
企业等跟班学习、挂职锻炼；推进长三角
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建成
省级示范基地 26 个……阜阳全面加强与
长三角中心区理念、 机制和项目对接，在
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中，发展空间不断
拓展，发展动能更加强劲。

庄台人家，日子更红火

■ 本报记者 汪国梁

沥青路面干净整洁，道路两旁绿草茵茵，公共广场上村民
三五成群，有的在健身设施上活动，有的在亭子下闲坐聊天。8
月 11 日下午， 记者来到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映
入眼帘的是一片安宁祥和的生活场景。

西田坡庄台位于蒙洼蓄洪区内。去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这里，察看村容村貌，并走进村民家，了解他们的家庭收
入、受灾损失、生产恢复等情况。

庄台是淮河流域独特的村落形态。因历史上水患频繁，当
地村民为抵御洪水，一次次垒高居住地，经年累月形成不易被
洪水浸淹的庄台。 西田坡庄台始建于 1953 年，1991 年垒高加
固，目前台高海拔 30.6 米。

55 岁的刘之彬，在西田坡庄台住了一辈子。 “总书记来庄
台上看望大家，我们都非常激动。 ”刘之彬对总书记前来考察
的场景记忆犹新。 他告诉记者，一年来，党和政府持续投入庄
台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造，帮助村民拓宽增收致富路径，庄
台人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我家有 10 亩地，一半种西瓜，一半
种稻子。 村里还安排我干公益性岗位，当清洁工，又增加了一
笔收入。 ”刘之彬说。

庄台独特的地貌和在长期抗洪中形成的文化习俗， 透着
淮河流域浓郁的地域风情。曹集镇在改善设施条件、提升人居
环境的基础上，利用西田坡庄台独特的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
游业，将老屋改建为庄园，将民房改建为民宿，打造特色生态
体验游、度假休闲游。

村民王今桂家墙上，挂着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登记
时间是“2020 年 11 月 26 日”。 “总书记来过之后，庄台发展观
光旅游，常年都有不少游客。 ”老王说，自己为游客讲解庄台文
化，提供餐饮和住宿服务，还顺便销售芡实、牛羊肉等农副产
品。 “接下来，西田坡庄台还将建设采摘园、垂钓中心，搞娱乐
休闲一体化。 ”曹集镇负责人表示，要打造旅游庄台，壮大集体
经济，促进乡村振兴，让群众生活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我最近在参加县里办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学习种植
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以后农家乐的生意肯定会更加兴旺。 ”
王今桂干劲十足。

科学治水，保淮河安澜

■ 本报记者 汪国梁

水面波澜不惊，岸边绿柳拂风。 正值汛期，今夏淮河水情
总体平稳，作为淮河防汛“定盘星”的阜南县王家坝闸外，一
派安宁的田园景象，很难想象去年 7 月这里曾一片汪洋。 “习
近平总书记来王家坝闸考察时， 对防汛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我们认真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对水闸进行全面 ‘体
检’，加强工程改造和维护，进一步提升了防汛抗洪、防灾减
灾能力。 ”8 月 11 日下午，王家坝闸管理处负责人告诉记者。

淮河上游从源头河南桐柏山区到王家坝闸之间河道落
差达 178 米，中游从王家坝闸到洪泽湖三河闸落差仅 16 米，
下游自三河闸到入江的三江营落差仅 6 米。 前陡后平的地
形，令王家坝闸承受着上游来水的巨大压力，是保护中下游
的关键屏障，被誉为“千里淮河第一闸”。

习近平总书记在王家坝考察时强调，要把治理淮河的经
验总结好，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淮河治理方案。 一年来，王
家坝闸管理处组织技术力量，全面检查检测水闸设施设备及
上下游地形，对上游块石护底、下游岸坡、冒水孔、桥头堡等
进行修复和加固，并升级改造水闸自动化系统，实现水闸上
下游实时水位、闸门运行状态等信息自动采集、一目了然。

自 1953 年建库以来，在 13 个年份里 16 次开闸蓄洪，
王家坝精神感动中国。 王家坝闸旁，1 个多月前揭牌的
王家坝抗洪纪念馆如煌煌史册，将党领导人民治淮的
光辉事迹和丰富经验凝固在时光里。

走进纪念馆大厅，迎面便是一座名为“王家坝
精神”的群雕，再现了抗洪抢险的动人场景———白
浪滔天，党旗飘扬，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或搬运沙
袋，或肩扛圆木，或挥动大锤，感染力极强。 展厅
分 “千里淮河·沧桑蒙洼”“顾全大局·舍家为国”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牢记嘱托·再展担当”等
7个部分。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影像，
全面展示了淮河治理、抗洪抢险、生产自救的历
程，生动诠释了王家坝精神的内涵和价值。

“王家坝抗洪纪念馆是王家坝闸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 纪念馆负责人表
示，将积极发挥宣传教育阵地作用，传承好、弘扬好
可歌可泣的王家坝精神，为改革发展、建设家园激发

磅礴正能量。

因地制宜，增收路子多

■ 本报记者 汪国梁

“在这里上班，一天能挣大几十元，干活
时间长点能挣一百多元。 家里不忙的时候就
来干 ，既照顾了家庭 ，又增加了收入 ，挺好
的。”8 月 11 日下午，记者来到阜南县王家坝
镇红亮箱包有限公司，在此务工的村民徐先
知正在缝纫机上缝制布包，对这份家门口的
工作她十分满意。

红亮箱包公司创办于 2016 年， 在发展
过程中吸纳了周边王家坝村、浪湾村、和谐
村等村集体资金联建扶贫车间。 去年 8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王家坝考察时，来到车间察
看，就保障受灾群众、贫困群众就业作出重
要指示。 “这一年生意很兴旺，从去年七八月
份到现在业务就没停过，目前订单已经排到
了 11 月。 ”红亮箱包公司负责人王恒亮告诉
记者，员工人均月工资一年来增长了 500 元
左右。

“看好孩子管好田，一天多挣几十元。 ”
车间墙上的红色标语十分醒目，数十位工人
正在紧张地劳作。 他们都和徐先知一样是周
边村民。据了解，红亮箱包公司现有员工 130
人，其中脱贫就业人员 62 人。 公司还在对新

招人员进行培训， 所有项目落实达产后，可
实现年产值 2000 万元，带动约 300 人就业。

就地务工，因地制宜，增收路子多。 距红
亮箱包厂约 20 分钟车程的老观芡实基地，
体现了拓宽群众致富渠道的另一路径。 老观
乡处于蒙洼蓄洪区腹地， 属于典型的低洼
地。 芡实是当地精心选择的适应水生环境、
经济效益高的特色作物。 正值果期，基地水
塘里芡实的浮萍布满水面，长势喜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扬长避短”“根据蓄
洪区特点安排群众生产生活”。 老观乡认真
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 发展适应性农业，变
水患为水利，变劣势为优势。 乡党委书记王
军告诉记者，当地水体环境优良，产出的芡
实个大、壳薄、味美、药用价值高。 目前芡实
种植面积达 2 万亩，形成种植、采摘、加工、
储存、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一批闲置土
地、鱼塘等资源被盘活，带动了集体经济和
群众收入增加。

“我们正在规划设计惠民产业园，对芡
实、莲藕进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放大经
济效益。 ”王军拿起一颗刚刚“出水”的芡实
鲜果，信心满满地说。

一年来，阜阳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实施高质量、可持续支撑的追赶型发展战略———

奋力在皖北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

88月 1111日下午，，在阜南县航拍的王家坝闸。。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荩 8 月 11 日， 阜南县王家
坝镇红亮箱包有限公司车间

里， 员工在加工销往非洲的
箱包。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荨 8 月 11 日 ，阜
南县曹集镇利民村

西田坡庄台，游客络
绎不绝。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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