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携手推动区域质量一体化发展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传播质量“佳话”，凝聚社会合力

近日，手机端“泗县质量品牌企业群”里，
泗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将《苏浙皖赣沪优秀
企业文化 50 例》等群发给企业负责人参考。

“员工职业标准———团队协作、简单真诚、
专业敬业、担当奋进；组织成功特质———创新、
坚守；企业价值主张———成就客户。 ”安徽的科
大讯飞案例阐述“421”价值观。

“企业使命：以五星级的产品和服务，创造
美好价值；价值观：诚信正直、协作务实、规范
创新、共创共享。 ”江苏康乃馨织造有限公司案
例介绍企业文化框架。

……
《优秀企业文化 50 例》中，苏浙皖赣沪各

遴选了 10 个典型， 展现各有特色的企业文化
建设。和“泗县质量品牌企业群”里的企业负责
人一样，苏浙皖赣沪的许多企业在这个 9 月接
收到质量标杆企业的先进做法汇编， 有 50 例
优秀企业文化、50 佳先进质量管理方法、质量
品牌故事等。

质量是社会文明的根本标志， 是强国之
基、立业之本和转型之要。 9 月开展的全国“质
量月”，是我国长期开展的一项重大质量活动，
旨在动员全社会增强质量意识，积极参与质量
强国建设事业，努力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
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注质量的浓
厚社会氛围。

9 月初，2021 年全国“质量月”苏浙皖赣沪
共同行动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开展苏浙皖赣
沪共同行动，促进区域质量发展一体化，将进

一步推动质量强国建设，为苏浙皖赣沪经济社
会发展筑势赋能。

四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5 所高校等相关
负责人共聚一堂，启动共同行动。 共同行动围
绕主题宣传、质量提升行动、质量文化建设、质
量安全监管、人才培养开展。宣传汇编的 50 例
优秀企业文化、50 佳先进质量管理方法、质量
品牌故事即是“质量月”的一项活动。

“开展‘质量月’活动，是我省提升质量工
作水平的重要抓手。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负责
人表示。 “质量月”中开展质量主题宣传，电梯
安全宣传周、服务认证体验周、地理标志品牌
“基层行”、 开放日等宣传教育活动陆续举办，
倡导质量意识；深化“一站式”服务，开展质量
技术帮扶巡回问诊，增强质量服务效能；强化
质量安全监管，推进放心满意消费、营造良好
消费环境等。

建立协作机制，规范消费品召回

缺陷产品召回是企业主动担责和政府
监督管理相结合的一项先进的产品质量救
济制度。 苏浙皖赣沪共同行动启动仪式上 ，
苏浙皖赣沪市场监管局签署 《消费品召回工
作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苏浙皖赣沪市场监管局将联
合推进消费品缺陷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建设 ，
联合建设消费品召回专家库， 建立消费品召
回工作交流会商机制， 建立消费品缺陷风险
项目联合研究机制， 建立消费品召回应急处
置协作机制。

具体合作事项如联合推进消费品缺陷信
息互通共享机制建设， 加强与国家机构合作，
积极获取国家层面的产品缺陷相关信息，建立

互通机制； 建立区域缺陷消费品舆情信息、消
费品伤害信息、 消费品召回信息快速通报机
制；建立区域重点消费品市场购检、执法、监督
抽查结果快速通报机制；安排专人负责消费品
缺陷信息通报工作，实现区域内缺陷消费品信
息共享。

随着近年来缺陷产品召回工作的持续广
泛开展，各省（市）建立了省级消费品召回专家
库。 根据协议，四省一市市场监管局将发挥各
自资源优势， 联合建立消费品召回专家库，实
施专家评估和会审研判制度，实现跨省（市）的
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互认和专家交流。

针对区域内问题高发、风险较大、非标准
符合性等消费品缺陷问题，四省一市市场监管
局将建立消费品缺陷风险项目联合研究机制，
充分发挥各省（市）消费品召回技术机构技术
支撑优势， 开展消费品缺陷研究项目合作，共
同研究、探讨、分析消费品缺陷问题，为市场监
管部门的决策提供技术依据。

“我们将建立消费品召回应急处置协作机
制，有效防范、积极应对、高效处置区域内消费
品召回重大突发事件。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有
关人士表示，苏浙皖赣沪市场监管局将建立轮
值制度， 定期进行消费品召回工作交流会商，
推动消费品召回协作机制常态化，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保障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

成立高校联盟，提供智力支持

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 智力支持、人
才保障，高校是重要力量。 作为共同行动的一
项重要工作，苏浙皖赣沪市场监管局联合上海
交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江苏大学、中国计量
大学、江西理工大学等 5 所高校成立“苏浙皖

赣沪高校质量发展工作联盟”， 旨在加强各高
校在质量发展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更好地培养
质量领域的人才，为建设质量强国，推动地方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所高校共同签署《苏浙皖赣沪高校质量
发展工作联盟合作协议》， 确定的发展目标是
依托院校智慧资源以及网络体系，对标国家以
及国际质量发展体系、规制、政策等，结合实际
开展质量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研
究，总结提炼高质量发展先进模式，开展质量
发展信息交流与人才培养，促进高质量发展学
术研究成果转化，将本联盟建设成服务区域高
质量发展的理论创新、人才培养、技术支撑、政
策保障的基地。

根据协议，苏浙皖赣沪高校质量发展工作
联盟将突出理论研究、加强人才培养、深化企
业服务、促进平台交流，为苏浙皖赣沪高质量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人才保障 、技术支撑 、社
会服务。

具体工作如依托苏浙皖赣沪市场监管
局的专家资源和实践平台 、院校的学科优势
和科研力量 ，采取定向培养 、在职培训等方
式，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高层次质量管理 、
品牌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人才 ；开展各类战
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前沿性课题研究 ，
提供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卓越绩效体
系 、质量评价体系 、品牌培育体系等咨询服
务；以联合发布评价报告等多种形式开展产
品安全与质量 、质量提升推进 、品牌提升与
品牌价值评价等交流活动 ，推动苏浙皖赣沪
区域质量一体化发展。

我省 8个体育旅游项目
获评“长三角精品”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近日，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
协作会发布 “2021 年长三角地区精品体育旅游项目”，
安徽 8 个项目入选。

在我省入选的项目中，铜陵永泉农庄、当涂大青山体
育旅游度假区、六安南山运动休闲小镇、九华山瑜伽运动
休闲小镇获评“长三角地区精品体育旅游目的地”；安庆环
天柱山体育旅游精品线路获评“长三角地区精品体育旅游
线路”；亳州华佗五禽戏养生健身节、中国黄山绿水青山运
动会获评“长三角地区精品体育旅游赛事”；黄山纳谷庄园
房车营地获评“长三角地区汽车自驾运动营地”。

作为长三角体育产业合作的重要举措，长三角地区
精品体育旅游项目评选由三省一市体育局会同长三角
地区体育产业协作会秘书处组织开展，旨在促进长三角
地区体育旅游高品质一体化发展，向社会大众推广区域
特色的体育旅游项目。

皖北小村的“入长”之旅
■ 本报通讯员 汝平

本报记者 夏胜为

“这车花生 4 个多小时就能发到江苏南
京。 以前经过周转得一天多。 ”近日，涡阳县
西阳镇解沟村鼎徽食品厂 ，花生飘香 ，负责
人张书林感慨物流提速。

张书林早些年在江苏昆山做食品生意 ，
2018年返乡创业办起了花生加工厂， 产品主要
销往上海、南京、苏州、义乌等城市。 “两三年前，
物流货车哪能直接开到厂门口， 我们的产品必
须要送到县城的物流公司发货，不但用时长，而
且几经周转，产品损坏很多。 ”提起物流，张书林
有一肚子话。

两年前 ，随着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
十九次会议召开 ，亳州等 7 市正式 “入长 ”。
“入长”以来，亳州奋力打造皖北承接产业转

移集聚区 ， 带动了交通物流业快速发展 ，这
让张书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现在，开往沪苏浙的物流车辆非常多，拉
货的车都是直接从厂门口开到目的地，减少了
中间环节，货物不容易损坏，还节省了时间和
资金。 ”张书林高兴地说，“现在年销售额比 2
年前翻了一番还多。 ”

解沟村党总支书记杨瑞军说，村里像张书
林一样享受到长三角一体化机遇的，还有不少
企业、合作社。 企业、合作社发展，也带动了群
众增收。

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村旅游业的兴
旺，也从亳州正式“入长”开始。

“我们以中医药文化及酒文化资源为依
托，以传统的中药民俗文化为内核，打造成了
集‘药、医、养、教、旅’于一体的皖北传统中药
民俗文化精品村。 ” 村党委书记李玉良说，在

2019 年以前，村里的旅游业并不旺。 随着亳州
加入了长三角“朋友圈”和高铁顺利开通，来药
王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亳州正式“入长”以来，积极参与长三角区
域旅游共同体建设， 文旅部门先后在南京、上
海、合肥等城市开展“乘高铁游亳州”等推介活
动，推动亳州全域旅游向高层次发展。

“现在，来药王村观光的游客不少，周末客
流量在 2000 人次左右。 ”如今，经常在村里客
串导游的李玉良说。

去年 6 月份，药王村入围第二批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去年村集体收入 73 万元，其中近
30 万元来自旅游收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给蒙城县绿色农产品
插上了“翅膀”。

蒙城县许疃镇土桥村村民一直有种植蔬
菜的传统，但由于周边市场有限，销路不畅，尽

管后来成立了土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村民收入仍然低，种菜积极性并不高。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这种状况有了
改变。

前年 9 月， 蒙城县被确定为安徽省首个
“上海市外（蒙城）蔬菜主供应基地”。 2020 年，
安徽精益诚食品有限公司与土桥村达成合作，
发挥其首批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
供应基地的优势，使得土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得到快速发展。 该村种植的 1000 余亩
蔬菜当年实现利润近 200 万元。

100 多位村民也跟着“沾了光”，在合作社
打工，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村里这几年变化真
是太大了，村民腰包鼓了，家家盖起了楼房。俺
家还买上了新车，过上小康生活啦。 ”村民鹿存
荣说。

解沟村 、药王村 、土桥村的变化 ，是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大战略下 ，皖北乡村振兴的生
动实践 。 随着近日 “增强长三角欠发达区域
高质量发展动能暨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
区建设推进大会 ”的召开 ，皖北发展故事将
更多、更精彩。

9月是全国“质量月”，苏浙皖赣沪共同行动，开展消费品召回
工作合作，成立高校质量发展工作联盟等———

近日， 在来安县滁宁城际铁
路相官镇车站与汊河新城站区

间， 由中铁四局八分公司施工轨
道铺设首组单渡道岔混凝土浇

筑。 滁宁城际铁路全长约 55.5 公
里 ,共设站 17 座 ,于 2019 年 6 月
底全线开工，计划 2023 年 7 月通
车试运营。项目总投资约 156.7 亿
元， 工程建成后将有效促进滁宁
同城化发展， 进一步加强长三角
城市之间的联系。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长三角文化馆
美术摄影作品展在肥举办
本报讯（记者 晋文婧）9 月 29 日，由省文化和旅游

厅主办、省文化馆承办的长三角文化馆美术摄影作品展
在合肥举办。

长三角群众文化系列人才研讨会暨长三角文化馆美
术摄影培训创作研讨周活动今春在黄山市黄山区举办。
此次展览为参加研讨会的艺术家们现场创作与最新力作
的集中亮相。 展览展出的 168幅作品，包括中国画、油画
与丙烯画、版画、水彩画，以及摄影作品，既有培训创作时
的现场写生与摄影，也有反映三省一市自然风光、人文景
观、地域特色文化内涵的新作。

中国绘画史上的“新安画派”“海派”“金陵画派”“浙
派”，个性鲜明，影响广泛。当下，长三角地区的美术摄影
创作各有特色，创作背景上同时拥有中东部地区深厚的
文化积淀，但在表现内容与形式上“和而不同”。 参展各
省市创作者均能基于传统艺术基因、利用时代化的个性
艺术资源，将地域文化元素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时
代内容充分结合。

据了解，省文化馆连续多年进行的美术摄影创作培
训、写生拍摄、巡回展览、作品集出版，成为一项全省性
的艺术品牌活动。长三角文化馆美术摄影系列活动堪称
该活动“升级版”。 展览在皖举办之后，将赴上海市群众
艺术馆、江苏省文化馆、浙江省文化馆、黄山市黄山区博
物馆巡回展出，相关作品集将惠民发放。

今年，长三角地区的文化馆首次进行培训、创作、研
讨、展览、出版一体化合作。未来，各方将进行资源共享、
品牌共推，努力实现长三角公共文化服务的优质叠加。

来安打造“毗邻区”
生命健康产业基地

本报讯（记者 罗宝）近日，来安县汊河新区，顶山-
汊河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生命健康产业招商推介
会举办，滁宁两地相关政府部门、企业、高校共同推动
生命健康产业发展。

来安县位于我省重点打造的皖江城市带生物医药
与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圈之中， 是我省对接沪苏浙健康
医药产业的桥头堡、南京西向辐射的第一站。 目前，来
安县现有医药配套企业 10 家左右， 主要为医药中间
体、生化试剂、药品包装材料、医用耗材生产企业，2020
年累计实现销售收入约 5.6 亿元。

顶山-汊河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对标南京江
北新区“两城一中心”定位，以电子信息、生命健康为两
大主导产业，从产业定位、重点领域、空间布局、政策机
制和创新驱动等方面编制功能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规
划。 总投资 6.7 亿元、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新型功
能区跨界合作产业园和科创综合体， 目前已经开工建
设，将新建生命健康科技研发中心、标准化厂房及办公
楼、人才公寓等配套服务设施，主要用于承接创新资源
和项目落地。

会上，来安县与滁州学院签订协议，以顶山-汊河省
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为创新实践载体，以产学研协同
创新为抓手，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平台共
建、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开展全面战略合作。

“新型功能区将把生命健康产业作为培育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重要突破口，重点发展生物制药、现代中药、
高端医疗器械及康养产业等，通过 3 年至 5 年的努力，
打造成为全省乃至长三角区域生命健康产业的重要承
载地、 产业转型升级的开拓示范地和生命健康产业发
展体制机制创新引领地。 ”来安县委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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