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壮美江淮 享国庆欢乐

各地景区文旅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参与国庆主题活动，体验阖

家自驾旅游，享受景区门票优惠……这个“十一”黄金
周，江淮各地景区在充分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为游
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旅游大餐。 城乡群众纷纷走出家
门，欣赏壮美河山，感受国庆氛围，畅享美好生活。

为庆祝共和国 72 周年华诞， 全省各地景区纷纷
装扮一新，开展富有创意的主题活动，邀请游客一起
祝福祖国、共享欢乐。国庆假期第一天，黄山风景区在
玉屏楼广场、西海广场、排云楼广场、天海广场举行升
国旗仪式，庄严的国歌在黄山之巅回荡。 天柱山景区
在天池峰峰顶举办“立天柱之巅 燃爱国之情”歌唱活
动，72 名青年手握红旗， 用嘹亮歌声庆祝共和国生
日。 芜湖方特用一面面鲜红的国旗装点乐园每个角
落，更在夜间推出“献礼新中国 72 周年华诞”主题水
幕秀，用一幕幕绚丽的投影展现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和
奥运健儿在东京奥运会的精彩瞬间。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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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栅洁看望

部分正省级老同志
本报讯（通讯员 宗禾 记者 朱胜利）

10 月 2 日上午，省委书记郑栅洁亲切看
望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张宝顺，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原
主要负责同志卢荣景、王金山、孟富林、
方兆祥、杨多良，感谢他们为安徽发展作
出的重要贡献和打下的坚实基础， 祝愿
他们心情愉快、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省
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郭强参加。

“身体怎么样？ ”“生活上有什么困
难？ ”每到一处，郑栅洁都与老同志促膝
交谈， 详细询问老同志生活起居和身体
情况， 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服务
工作，不折不扣落实政策待遇，让老同志

安心舒心放心。郑栅洁说，老同志是党和
国家的宝贵财富，资历深、境界高、经验
丰富， 对许多问题有着深入思考和独到
见解， 希望继续发挥优势， 多提意见建
议，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交出让党
中央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的高分答卷。

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主要
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安徽工作的高度重
视、对安徽发展的殷切期望，坚决拥护
中央决定，真诚欢迎郑栅洁同志来皖任
职，全力支持省委工作。 相信在省委的
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开辟安徽高质量发
展新境界、实现“三地一区”建设新突破。

转职能 强监督 立制度

法治政府建设加速推进
本报讯 （记者 李晓群 通讯员 彭继

友）“这样的办事体验太棒了，省时、省力
又省钱！ ”近日，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马
鞍山市向山镇的胡女士在 7×24小时政务
服务大厅里，自助办理了驾驶证期满换证
业务，不到 10分钟便拿到了新的驾驶证。
这是我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法治政
府建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
快法治政府建设步伐，努力在推进全面依

法治省进程中实现率先突破，政府工作法
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

高位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推进。
我省在全国率先实行省市县乡四级政府
权责清单， 并建立法治政府建设任务清
单、责任清单、督察清单，省级权责事项
精简 374 项，精简率达 31%。省级行政许
可事项压减至 192 项，为全国最少之一。
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全省共

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 10219 项。 创
新打造政务服务地图，提供 7×24 小时不
打烊“随时办”服务。

强化监督 ， 行政权力运行持续规
范。 我省开展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相对集
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加快推进旅游执法
领域和经济发达镇相对集中行政处罚
权工作，公布轻微违法行为免罚事项清
单 147 项。 (下转 2 版)

·推进全面依法治省·

郑栅洁在合肥调研指导电力保供社会保安环境保洁等工作时强调

坚持精准调度科学施策

全力确保经济社会运行稳定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 宗禾 记者 朱胜利）10 月 2 日下
午， 省委书记郑栅洁赴合肥市调研指导电力保供社会
保安环境保洁等工作，看望慰问基层一线职工，向节日
期间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消防指
战员、社区工作人员、医务人员以及电力、自来水、燃气
保障人员等表示感谢，向全省人民致以节日的祝福。 郑

栅洁强调， 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持精准调度、科学施策，全力确保经济社
会运行稳定安全， 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
日。 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省委常委、省委秘
书长郭强，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建中陪同。

电力等能源要素保障， 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日常生

活，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郑栅洁一行来到合肥市电力
调度控制中心，详细听取国庆期间用电保障工作汇报，了
解全省电力供需、用电负荷、机组运行等情况。他指出，要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保安全保民生
保重点为底线，按旬按周分析研判，坚持长计划、短安排，
精细管理、精准调度，千方百计保障电煤供应，优化有序
用电方案，安排高耗低效企业避峰让电，统筹谋划迎峰度
冬能源供电工作，确保生活生产正常开展。 同时，要科学
推进中长期电源电网建设，更好保障未来发展需要。

国庆期间人流、车流量大，各类活动增多，安全稳定工
作十分重要。 在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郑栅洁通过大屏
幕仔细巡查国庆期间安保维稳、道路安全等情况，现场调
度检查了黄山风景区南大门、 合肥步行街执勤点。 他说，
“群众过节，干部过关”，越是节假日，越是要高度重视维
护社会稳定工作。 大家坚守岗位、服务群众，用自己的辛
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希望继续发扬舍小家为大家、
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 全力做好交通安全、 消防安
全、景区安全等工作，特别是要严格按照防疫要求，有序
落实景区限流措施，坚决守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来到庐阳区环城公园环卫驿站，郑栅洁与环卫工人
一一握手，感谢他们为文明城市创建付出的辛劳。他说，
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长年累月、起早贪黑劳作
在马路街头，工作非常辛苦。 得知合肥市为 1.2 万名环
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郑栅洁高兴地说，社会各界都要
关心关爱环卫工人，让他们受到尊重、得到保障、感到温
暖。 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在深度保洁上见
本色，让共同生活的家园更清洁、更美丽。

调研中，郑栅洁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定履行“促一
方发展、保一方稳定”的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强化安
全意识，建立清单式、闭环式管理机制，加强重点场所和
公共部位的安全监管，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着
力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红线。要绷
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对内加强重点环节防控，对外严把输
入关口，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障。要加强节日期间值班值
守，细化落实应急预案，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0月 2 日下午，省委书记郑栅洁来到合肥市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研电力保供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职工。
本报记者 徐国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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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天，潮涌东方。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9年12月1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发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

从“蓝图规划”到进入“密集施工期”，从“共识”全面转向
“共建”，一系列新布局拉开大幕，一连串新变革全面启动……
近年来，三省一市深化合作、携手发展，在更高质量一体化之
路上大步前行。我省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
以“1+5+N”的工作格局加速推进一体化，一体化发展取得累
累硕果与显著成效。

产业协同，“链”上合作互利共赢
今年 9 月 13 日，在合肥博大精密公司的锻压车间，机器

人手臂有规则地投送、抓取，一片片用于联宝笔记本 A 屏外
壳顺利下线。

作为苏州春秋电子下属全资子公司，博大精密抢抓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机遇，2018 年起落户庐江县， 成为合肥联宝的
供应商，供货占比 50%以上。 目前客户已拓展至联想、三星、
LG 等主流笔记本电脑企业。

“长三角一体化是重大机遇， 我们与安徽的合作越来越紧
密，最近几年在安徽的发展是一步一个台阶上升。从第一年营收
9000万元，到去年 4.3亿元，今年目标是 6.5亿元至 7亿元。 ”合
肥博大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先军对发展颇有信心。

一条长长的产业链，大家各自立足特色、深度参与，实现
互利共赢。 博大精密的成功，就是长三角深化产业协同的典
型例子。

新兴产业发力，打造“大集群”，构建“大链条”，实施“大项
目”。近年来，我省联合实施产业链供应链的补链、固链、强链行
动，协同建立长三角车联网、大数据等 10 个产业联盟，布局建
设首批 131 个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长三角
“感存算一体化”超级中试中心启动建设；总投资 2200 亿元的
合肥长鑫晶圆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完成投资 420 亿元……一批
批大项目落地见效，长三角产业合作的成果成效有力彰显。

“我们和上海团队联手开发的‘快速识别+精准测温’产
品在疫情防控中大展拳脚。 ”安徽银通物联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世久说，公司从事智能物联网研发，去年疫情期间，与长三
角 G60 科创走廊研发团队合作， 开发了一款 AI 智能人脸识
别设备，产值四五千万元。

统计显示，今年前 8 个月，沪苏浙在皖投资在建亿元以
上项目 3100 个 ， 实际到位资金 5783.4 亿元 ， 同比增长
28.1%，占全省比重 56.3%，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 4.3 个百分
点。 其中，上海市在皖投资增长迅猛，增幅达到 42%。

共治共保，绘就绿色发展“底色”
协同“大治理”，开展“大保护”，实施“大项目”。绿色发展，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

“亮丽底色”。
一汪清泉，汇入山涧，在皖南聚为新安江，东流千岛湖，汇入富春江、钱塘江，奔

腾入海。 (下转 2 版)

“银行”开进村里来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徐艳友

“现在贷款方便多了，根据自己的信用等级，凭身份
证就在村金融服务室完成了一笔 50 万元的贷款。 ”近
日，凤台县丁集镇张炮楼村文碧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文
碧高兴地告诉记者，“银行”开进村里来，太方便了！

张文碧是种植大户，在凤台县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

中被评为 3A 级信用户。 今年 6 月，他打算扩大自己的
大棚种植规模， 试着来到村里刚建成投用的金融服务
室。 “没想到省了担保环节，从提出申请到贷款发放，只
用 6 天时间。 ”张文碧说。

张炮楼村金融服务室是凤台县建成投用的第一个
村级金融服务室，集银行卡结算、农户信用贷款、信息咨
询、金融知识普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于一体。 在这里，

贷款不用出村，在家门口就能一揽子解决。
“我们这个服务室 6 月 8 日运行，6 月 9 日就放出

了第一笔 40 万元贷款，当月就放出贷款 1012 万元。 截
至目前，共计放贷 2080 万元，周边农户都很欢迎。 ”工
商银行凤台支行业务部经理兼张炮楼村金融服务室负
责人刘晓阳告诉记者。

张炮楼村是凤台县产业基础较好的行政村之一，也
是该县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示范村和 3A 信用村，全村
现拥有信用户 713 户。

“以前村民发展急用钱，想贷款不仅需要户对户担
保，而且每次贷款数额也有限，现在信用贷款解决了大
难题。 ”张炮楼村党支部书记张希兵说。

就地申请、轻松贷款，这是村级金融服务室带来的
根本性变化。 (下转 2 版)

红歌嘹亮 祝福祖国
■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本报记者 朱胜利

国旗飘扬，红歌嘹亮。 10 月 1 日一大早， 来安县
半塔镇游客服务中心的文体广场就聚集了各界群众，
该镇非遗节目女子龙灯和子母灯正在展演。

伴随着鼓乐，舞龙“娘子军 ”通过脚步和手势变
换，龙滚、龙腾、龙跃、龙翻……两条栩栩如生的烫金
巨龙在观众面前翱翔腾飞、盘旋翻滚，吸引了一大批
周边群众前来观赏，不时博得阵阵喝彩。

现场观看龙灯表演的王春明老人拿起手机，拍下

了一幅幅精彩画面。 他兴奋地说：“新中国 72 年发展
成就举世瞩目， 老百姓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乡
亲们心里比过年还高兴！ ”

同一时间， 在来安县三城镇冯巷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点，一场红歌对唱赛徐徐拉开帷幕。 “一条大河
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我
的祖国》《歌唱祖国》 等一大批经典红色曲目轮番上
场角逐，红色歌声随风飘扬，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

(下转 2 版)

让爱国主义精神照亮新征程
———国庆系列时评②

韩小乔

国庆前夕，两则新闻牵动
人心：一是杨振宁先生以《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为主
题发表百岁演讲，展现心系祖
国发展、愿为祖国奉献、甘为
事业坚守的爱国精神。 二是
在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孟
晚舟顺利回到祖国，在机场哽咽发出“如
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心声。

这是两堂既生动又深刻的爱国教

育课，一言一行，传递出浓浓的爱国情
怀。 国庆期间，升国旗、奏国歌，向伟大
祖国庄严致敬；观看主旋律电影，重温
家国情、英雄志；带孩子参观革命纪念
馆、历史博物馆，感知深沉的民族底蕴
等；旅行中自觉保护文物古迹，生活中
主动践行垃圾分类，用餐时适度点餐拒
绝浪费……工作中、生活中，点滴行动

皆可表达爱国之情， 共同谱
写爱国赞歌。

心中有祖国， 肩上有使
命。 浓浓之情、拳拳之心，节
日里弥漫的浓厚爱国氛围 ，
也激发人们的奋斗热情。 爱
国之情是再朴素不过的情

感， 强国之志是再基本不过的抱负，报
国之行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每一滴汗
水都是中国故事的生动注脚，每一项成
就都是中国大厦的坚实支撑，每一个前
进脚步都饱含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

奋斗的路上不孤单。 激情燃烧、敢
闯敢试、同心同行，人们对祖国的归属
感、自豪感、爱国心、爱国情，必将激荡
成共鸣、汇聚成洪流、凝聚成势不可挡
的磅礴力量，推动国家进步、民族复兴，
书写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 1100月 11日，，在黟县宏村景区，，游客在画里乡村欢度节日。。 本报通讯员 吴寿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