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评·

20２1年 8 月 26 日 星期四焦点新闻5 责编/李揽月 吴永红 版式/常欢欢

“清水引流”合肥工程将带来什么？

■ 本报通讯员 王冠
本报记者 张大鹏

近日， 省有关部门批复同意了龙河
口水库（万佛湖）引水工程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和初步设计报告， 这标志历经十年
谋划， 旨在完善合肥市饮用水资源多元
化配置格局的重大战略性调水工程步入
正式实施阶段。

此项工程设计从舒城县龙河口水库
取水，以肥西县磨墩水库收水，线路设计
全长 52.66km，总投资超 15 亿元。 工程
完工后， 来自万佛湖的汩汩清泉将源源
不断地输送到合肥。 该工程将一举改变
省会合肥饮用水源相对单一的补给方
式，大大提高城市供水保证率，有效提升
供水水质， 对进一步提升合肥都市圈一
体化高质量建设水平，促进合肥、六安两
地融合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泓清水将成为城市名片
过去，合肥市的饮用水主要依靠淠

干东流 ，入董大 （董铺 、大房郢 ）水库 。
2019 年近 40 年不遇的气象干旱， 合肥
为保障用水 ， 不惜从长江反向提引水
源 ，经驷马山引江水道和滁河 、滁河干
渠 ，历经 172 公里 ，经过 8 级泵站层层
提水，累计抬高水位 38 米，最后进入大

房郢水库。 此举耗资大，效率低，非必要
不轻易启动。而从万佛湖引水，大别山东
麓的清水将直接入肥， 水质水量得以充
分保证。

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此项引水工
程 ， 将以埋地压力管道为主要输水方
式 ，取水口 、输水管道 、加压泵站 、出水
口及交叉建筑物等共同组成 “长藤结
瓜 ”式输水线路 ，实现了优质水资源的
跨区域调配。

高质量建设大合肥， 水的地位举足
轻重。 合肥是我国省会城市中少数几个
饮用水质量排在前列的城市之一。 依托
淠干，大别山响洪甸、佛子岭水库的一泓
清水，源源流入合肥，为几百万市民的饮
用水安全提供了坚强的保证。 未来合肥
发展成千万级人口特大城市， 水安全将
是重中之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现在进
行的引江济淮工程， 也是重要的战略举
措，建成后，合肥将形成“淠水东送、江水
北上、淮水南下、湖水东流”四水互济的
水资源调配体系，这是合肥市“十四五”
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眼下，引江济淮工
程正在紧张施工，有望在 2023 年全线贯
通。引龙河口水库工程完工后，合肥的供
水体系将更趋完善， 优质饮用水将是合
肥一张亮丽的名片。

生态补偿机制将成新常态
龙河口水库所在的六安市舒城县，

也将从此次工程的实施中获益。
根据设计方案， 工程将在舒城县城

预留分水口， 未来该县的饮用水将全部
通过该工程输送， 现有水源地将转为备
用水源。未来，龙河口引水工程建成通水

后， 将进一步密切上下游间的联系，合
肥、六安等地将以水为纽带，环境共治、
产业共谋， 加快形成流域一体化发展和
保护的格局。 合肥给予舒城的水生态补
偿金也将会是个不小的数目。

合肥市饮用水源主要来自上游六安
的大别山之水。 合六两地为共同推进水
质达标，避免重蹈“先污染、后保护”的覆
辙，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已经建立了大
别山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 按照 “谁受
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承担”的原则，通
过设立生态补偿金， 以水质监测结果为
依据， 对流域上下游地区经济利益关系
进行调节。 这也激发了水源地水质保护
内在动力， 撬动上下游妥善处理经济社
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目前，合肥市
每年 给 六 安 市 的 山 水 生 态 补 偿 金 约
4000 万元。 该方案实施以来，六安的水
环境质量稳中趋好， 取得了明显的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两市实现了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记者了解到， 我省已有 121 个断面
纳入补偿范围，涵盖境内的淮河、长江、
新安江干流及重要支流、重要湖泊。有关
专家说，未来，生态补偿机制将成为新常
态，不仅仅是水，森林、空气等都可能列
入生态补偿范畴，上下游、左右岸共同治
理、互为利益、共享绿水青山的生态保护
机制将显现其强大生命力 。 随着不以
GDP 为考核主要内容的考核指标变化，
环境保护好的地方，将越来越从中受益。

“淠史杭”精神在新时代赓续
从龙河口水库引水入合肥，与历史

上淠史杭工程的艰难施工 ， 不在一个

维度上。 63 年前，在开挖淠河总干渠的
紧要关头 ，肥东 、肥西两县组织 16 万
民工 ，在肥西县境内江淮分水岭上 ，劈
大潜山 、切将军岭 ，连续两个冬春 ，终
于挖通江淮两大流域 ， 从此上游佛子
岭等水库的优质水源得以源源不断输
送至董铺水库 ， 成为合肥人民至今最
重要的生命源泉。 数据显示，整个淠史
杭工程累计开挖土方 6 亿立方米 ，最
高日上工人数 80 万人 、 累计 4 亿工
日， 削平 1250 座山头， 架设 151 座渡
槽 ，开凿 211 个隧洞。

而建设龙河口水库， 是当时淠史杭
工程的关键节点。 在那个火红年代，来
自舒城 、 庐江两地的近 10 万民工 ，以
“重新安排河山” 的气魄， 全凭肩挑背
驮 ，手拉人碾 ，用汗水甚至生命构筑起
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土石大坝，这是中国
人艰苦奋斗精神的一个标杆。 为配合水
库工程建设， 水库淹没区 50 多平方公
里内 8 万人民毅然离开他们世代居住
的故土 ， 告别他们融入血液的生活记
忆，舒城县繁华一时的梅河古镇等 3 个
建制镇永沉水底。

今天， 当我们展望龙河口引水工程
乃至“四水汇肥”的动人图景时，我们仍
被前辈们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所展现出
的伟大斗争精神所深深震撼。 正是他们
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不懈奋斗，才为我
们今天的腾飞打下了最厚实的 “家底”。
有关水利专家说， 将龙河口水库之水引
入合肥，包括引江济淮工程，是“淠史杭”
精神在新时代的赓续。 淠、史、杭三大河
流勾连一起，江淮两大水系沟通成河，这
是多少代人的梦想，在新时代将成现实。

都市农业应履行好双重使命
徐 海

近日， 一些地方发布都市农业新探
索。 《上海市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提
出，到 2025 年基本形成都市现代绿色农
业为代表的乡村产业体系； 广州白云区
谋划“1234”现代都市农业规划布局，打
造都市农业“一龙头、两园区、三基地、四
产业带”。 都市农业一手牵起城市繁荣，
一手带动乡村振兴，肩负服务市民、富裕
农民的双重使命。 城市发展要以科学理
性方式对待农业生产， 积极实现农业生
产与城市发展有机融合， 开创城乡融合
发展新局面。

随着城市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
安全高品质的食品、 良好的生态居住环
境， 以及贴近自然的休闲娱乐生活方式
等，成为城市居民的新需求。都市农业是
适应城市居民需要而形成的现代农业，
保障市区食品供给、增强城市宜居属性、
维护生态平衡， 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
功能载体。

都市农业环绕在市区周围或镶嵌在
市区内部。 然而，在城镇化加快推进下，有
些城市周边耕地面积不断减少，都市农业
发展受到土地资源约束。 都市农业离不开
稳定的发展空间，所以，应明确都市农业
基础性地位，将都市农业纳入城市发展战
略规划，优化城市发展空间，保证城市农

业用地合理使用。 确定都市农业的主要功
能和发展方向，完善配套政策法规，健全
长效保护机制。 除保障资源供给，还应提
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 充分利用城市资
金、技术、人才、交通和区位等优势，加大
资金投入，强化科技支撑，加快人才培育，
塑造都市农业核心竞争力。 大力推行绿色
生产方式， 合理使用水土等农业资源，提
高资源利用率，缓解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
对现代都市农业的压力。

产业融合是实现农业发展提档升级
的必要手段， 将成为都市农业发展的主
导模式。都市农业应坚持以农为本，不断
向上下游延伸产业链条， 推进全产业链
纵深发展。通过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将农
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以及增值服务融入
农业全产业链，实现农产品仓储、物流、
冷链的高效管理， 形成快速便捷的农产
品流通模式， 既可以减少农产品流通中
间环节，增加农户收益，又可以实现全程
监管与质量安全追溯。 都市农业经营主
体应坚持市场需求导向， 主动嫁接商业
思维，以种植和养殖业为基础，加快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将观光、购物、娱乐、文
化等休闲活动嵌入都市农业， 丰富都市
农业业态功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满足
市民多元化需求。

“纳税人学堂送来及时雨”
■ 本报记者 徐建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各位纳税人及缴费人上午好，每周
三的税务干部讲政策又开课啦！ 今天我
们主要讲解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
政策有哪些， 以及如何申报享受这些优
惠政策。 ”近日，池州市税务局联合该市
工商联， 通过省税务局纳税人学堂直播
平台举办了一期税收政策和业务宣讲。

此次直播课程结合当前大学生毕业
季形势，辅导自主创业大学生、登记失业
人员等重点群体掌握税收优惠政策、清
楚办理流程、明晰申报表填写步骤。

“我们大学生创业最缺的就是资金，
通过直播课能够了解到更多的税收优惠
政策，对于我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潘
立宪是池州学院今年刚毕业的学生，他
和几个同学成立了池州市优加电子产品
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作为一家小微企业

的创业者， 他的感受很深，“我们公司因
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45 万元，享受到免征
增值税优惠政策， 这就相当于为我们创
业助了一把力。 ”

去年以来， 池州市税务部门大力推
行网上纳税人学堂直播课。截至目前，已
累计开展线上直播 12 期，课程内容涉及
电子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社保费、新办
纳税人等领域。

“纳税人学堂送来及时雨！ 我们公司

安置了失业人员27人，享受低保政策人员
3人。 直播课解决了我们申报办理流程不
熟悉、申报表填写不明晰的问题，更让我
们了解清楚如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安
徽延寿堂药业有限公司会计李霞说，2019
年以来，针对重点群体的优惠政策，共为
这家小微企业减免税收资金42万元。

“纳税人只需通过手机扫码或者电脑
点击直播链接，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想
要的税费政策讲解， 还可以通过直播问
答模块实时和讲课老师互动交流， 解决
自身实际问题，进一步优化了纳税服务、
减轻了纳税人负担， 切实做到了为纳税
人、缴费人办实事，提升了纳税人的满意
度和获得感。 ”池州市税务局宣传中心负
责人表示。

我省林业碳汇交易第一单落地宣城

本报讯 （记者 汤超 张敬波 罗鑫）
记者从省林业局获悉 ，8 月 24 日下午 ，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旌德
县庙首林场正式签约， 以 14.57 万元购
买 3036 吨二氧化碳排放权。这是我省首
单林业碳汇交易，是落实“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的又一具体实践。

据悉，本次交易的林业碳汇量，是由
旌德县庙首林场按照国家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项目（CCER）标准开发的碳汇造林项
目，并经具备林业碳汇核准资质的第三方
机构审定与核证，共开发林业碳汇 10331
吨。 此次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了其中的 3036 吨， 用以中和其办公
楼等公共机构“十三五”期间产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 这次交易签约，旨在通过地

方政府搭建平台，促进地方工业企业“碳
排放”与林业碳汇“联姻”，探索工业“碳达
峰”与林业“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近年来， 宣城市全面推进全国林长
制改革示范区建设， 科学推动国土绿化
高质量发展，强化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有
力提升了全市森林资源的总量和质量。
宣城市森林生态服务价值实测评估结果
显示，宣城市林地面积 1150 万亩，活立
木总蓄积量达 3275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
率 60%，森林年固碳 428.21 万吨 ，是宣
城全市工业企业年碳排放量的 1.5 倍 ，
宣城市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增
强，碳汇功能显著提高，为宣城市全面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 实现绿色转型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生态承载力支撑。

部省农产品监测合格率均在 99%以上

本报讯（记者 史力）据省农业农村
厅消息，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在我省开
展了两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同
时省农业农村厅也开展了两次农产品质
量安全例行监测， 这些监测结果显示合
格率均为 99%以上。 这表明我省农产品
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舌尖上的安
全”有保障。

今年，农业农村部在我省开展了两
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 ， 结果显
示，蔬菜、水果、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等 4
大类产品 38 个品种 130 项参数 486 批
次样品，总体合格率为 99.6%。两次监测
共涉及 15 个县 （市 、区 ）35 个乡镇的蔬
菜样品 238 批次，总体合格率为 100%。
其中在生产环节抽取样品 95 批次 ，在
流通环节抽取样品 143 批次；水果产品
样品 14 批次， 总体合格率为 100%，其

中在生产环节抽取样品 3 批次，在流通
环节抽取样品 11 批次； 畜禽产品抽取
样品 156 批次，合格率为 99.4%。省农业
农村厅今年以来开展了两次农产品质
量安全例行监测，结果显示，抽检蔬菜、
水果 、茶叶 、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等 5 大
类产品 58 个品种 65 项参数 2981 批样
品，总体合格率为 99.8%，同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

目前， 省农业农村厅已将部省监测
结果通报各地。针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各
地农业农村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查
处问题产品，防范问题隐患。组织开展监
督抽检， 在重点区域和重点环节查处并
公布一批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案件，严
厉打击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的违法违规
行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荩 8 月 24 日，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市
场监管所对辖区内学校进行安全检查。
检查主要针对校园食堂环境卫生， 仓储
货物、健康证以及校园周边文具店，保障
新学期顺利开学。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茛 8 月 25 日，天长市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对校车进行“全面体检”。 新学期来临
之际， 该市对所有校车的灭火器、 救生
锤、安全门、轮胎、刹车系统、灯光系统等
进行全面检查，预防交通事故发生。

本报通讯员 李炳旺 摄

荩 日前， 怀宁县黄
龙镇初级中学开展
全面细致的校园防疫
消杀等工作。

本报通讯员 檀
志扬 刘冀 摄

安全迎开学

我省开展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

本报讯 （通讯员 吴贻伙 记者 李
浩） 省检察院、 省司法厅近日联合出台
《关于开展强制隔离戒毒执行活动检察
监督工作的意见》，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
活动实施有效法律监督。

强制隔离戒毒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
的行政强制措施。《意见》指出，对强制隔
离戒毒执行活动实施检察监督， 是检察
机关为保障强制隔离戒毒法律法规统一
正确实施而进行的法律监督活动。 根据
该《意见》，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活动的
检察监督范围， 涉及对强制隔离戒毒决
定执行情况的监督、 对强制隔离戒毒所
管理活动的监督、 依法处理强制隔离戒
毒所发生的刑事案件以及依法调查处理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及其家属、 其他组织
和人员的控告申诉等 4 个方面 15 个具
体事项。 驻地检察院和强制隔离戒毒所
将通过建立巡回检察监督与驻所检察监
督相结合制度、重要执法活动会商机制、

检察建议处理和通报机制以及检察监督
督办移交机制等 12 种制度机制，促进检
察监督工作开展。

《意见》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强制
隔离戒毒所及其工作人员不规范、 不作
为等行为进行提醒式检察监督， 督促强
制隔离戒毒所自行启动纠错程序； 对影
响大、危害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或家属
反映强烈的违纪违法案件， 检察机关应
当实施纠正式检察监督， 提出具体的检
察建议并跟踪监督落实。 对强制隔离戒
毒所及其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及时回
复检察机关监督意见， 或在监督中发现
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作人员存在尚未构成
犯罪的违法违纪行为， 检察机关应向有
关纪检部门或其上级机关提出对相关责
任人处理建议和督办要求。 对涉嫌滥用
职权、 玩忽职守等职务违法和犯罪的情
形，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