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州引导劳模发挥创新带头作用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宿州市推进
劳模创新大讲堂、 劳模结对帮助非公企
业、劳模重点创新项目、劳模创新示范平
台、劳模名师带高徒等载体建设，引导劳
模发挥创新带头作用， 激励职工奋发有
为、争创一流。 目前，全市已建设劳模创
新示范平台 18 家，劳模“传帮带”作用进
一步显现。

今年以来，宿州市总工会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先后 5 次组织劳模
进企业、进校园、进机关 、进乡镇 、进社
区 ，开展 “劳模创新大讲堂 ”182 场 ，参
与者 2 万余人次 ；积极搭建技术交流 、
技能培训 、 项目合作等平台 ， 组织农
业 、制造业 、电商等领域专家劳模 ，结

对帮助非公企业技术创新 19 家 ；鼓励
各级劳模立足身边 ，发现问题 、解决问
题，积极开展“五小 ”活动 ，培育劳模重
点创新项目 20 项 ，为企业发展提供技
术保障。 截至目前，共有不停电恢复落
担导线固定器的研制 、两熟制麦 （玉 ）
豆轮作农业新技术试验推广示范基地
建设等 220 余项专利研发 、 课题研究
正在开展。

该市总工会深入企业一线， 扎实推
进全市劳模创新工作室提质扩面， 打造
劳模创新示范平台。 组织开展劳模名师
带高徒，发动劳模领衔，带动技术能手身
边再现能手，劳模身边再出劳模，目前新
增劳模名师带高徒 30 对。

安庆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建医保服务站

�本报讯（记者 陈成）记者 10 月 12
日从安庆市医保局获悉， 自 9 月底该市
首家医保服务站在安庆市立医院成立
后， 目前该市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均
已成立医保服务站。

医保服务站目前可提供新生儿参保
缴费、 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的异地就医网
络备案申请、 协助参保人员办理门诊慢
特病病种待遇资格申请、 协助参保人员
办理长期护理保险待遇资格申请、 医保

个人权益查询等 6 项医保业务。 医保服
务站通过将医保经办服务关口前移，能
有效解决参保人办理医保业务时出现的
耗时长、路程远等问题。

安庆市医保部门同时梳理了一批
医保服务事项下放至全市所有乡镇 (街
道 )、村 (社区 )，推动医保经办服务向基
层下沉，实现县乡村全覆盖 ，将医保经
办服务下沉到群众 “家门口 ”，为参保
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服务。

10月 12日，滁州市南谯区红庙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全民反电诈 趣味大转盘”
有奖问答活动，向老年人讲解反电诈知识，增强老年人防范电信诈骗意识。

本报通讯员 董超 高超 摄

淮北拓宽网上信访便民服务通道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淮北市加强
网上信访平台建设，依托互联网搭建群
众诉求表达新平台，拓宽网上信访便民
服务通道，推动网上信访在反映社情民
意、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上半年，淮
北市网上信访占比 81.46%，网上信访事
项信访部门及时受理率和按期办结率
均为 100%。

淮北市在市县两级设立网上信访、
手机信访、 微信信访、 领导信箱投诉窗
口，在镇（街）建立网上“信访服务 e 站”，
实现网上信访信息平台全覆盖。

该市深入开展 “最多投一次 ”试
点 ，落实 “日接收 、周落地 、月办结 ”措
施 ，通过准确界定 、精准转交 、落实责
任 、分析研判 、优质服务 、督查督办等
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 ，为初次信访群
众提供公开透明 、智能便捷 、高效务
实的服务 。

今年上半年， 淮北市信访事项一次
性化解率 96.17%， 信访部门及时受理
率、按期办结率均位居全省第一，网上信
访占比、信访部门群众满意率、责任单位
群众满意率和一次性化解率等指标均
位居全省前列。

合肥加大医疗卫生重点项目投入

本报讯（记者 许根宏 通讯员 宋文

萍） 记者 10 月 13 日从合肥市财政局获
悉，近年来，合肥市充分发挥政府债券补
短板惠民生的积极作用， 加大对医疗卫
生领域重点项目支持力度 ，2019 年至
2021 年累计安排专项债券 104 亿元，总
投资 242.5 亿元，助力打造“幸福合肥”。

合肥市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构建公共卫生防治一体化， 致力基层医
疗服务便捷化。 该市安排专项债 86.9亿
元支持 23 个公立医院建设，项目建成后
将新建和改扩建公立医院面积 354 万平
方米，增加床位 1 万余张，目前已完成投
资 72.6亿元。在构建公共卫生防治一体化

上，努力补齐公共医疗卫生、传染病防治
等领域的短板，不断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能力和保障水平。 目前，合肥各
县区加强项目谋划，共申报 5个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纳入省级专项债券项目库。

为提升农村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
和城市社区卫生机构的服务水平， 近三
年来， 合肥市共安排专项债券 11.32 亿
元支持 11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项
目总投资 30.6 亿元， 建设总面积 40.36
万平方米，将新建社区、乡镇卫生院 21
个， 采购仪器 2215 台， 新增床位 2505
张，年门诊人次增加 95.36 万人次，服务
人口规模达 26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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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南谯区综合施策促农民增收

本报讯 （记者 罗宝 通讯员 董超

周钟鸣）滁州市南谯区围绕产业富农、科
技务农、保险护农等，融合项目资金，扶
持培育农机社会化服务， 重点扶持特色
产业，大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今年上半
年， 南谯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12154
元，同比增长 15.1%。

南谯区每年整合涉农资金 6000 万
元以上，累计实施农业产业项目 147 个，
打造 1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3 个省
级以上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目前，滁菊、
茶叶和精品水果等特色农产品年交易
额突破 6 亿元。

该区大力扶持培育农机社会化服

务，积极推进“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
务中心建设， 积极开展机械化流水线育
秧播种、成品机插秧苗供应、机械化插秧
收割等作业服务。 目前该区共有单季育
秧 2000 亩以上工厂化育秧中心 45 个，
供秧能力达到 15 万亩。

南谯区出台特色农产品保险财政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增加险种、提高
保额、 上调政府出资比例， 重点扶持滁
菊、茶叶、设施农业、瓜蒌、“稻虾共作”等
特色产业。 今年以来， 该区种植业承保
19.61 万亩、 特色产业承保 3.5 万亩、养
殖业承保 3.05 万头、森林业承保 6.93 万
亩，累计财政保费补贴 581.2万元。

10月 13 日 ，2021 年安
徽省电力行业无人机智能

巡检技能竞赛在合肥拉开

帷幕。 共有 18 支代表队、70
多名选手参加为期 3 天的
比赛，其中实操技能竞赛为
“多旋翼无人机‘8’字飞行”
和“多旋翼无人机赛道竞技
赛”个人项目，以及“电力杆
塔无人机智能巡检及图像

识别”团体项目。
本报记者 姚林 本报

通讯员 郑贤列 摄

电力无人机
技能竞赛开赛

今起我省迎来强冷空气，降温幅度大，并伴随风雨———

本轮强降温会是寒潮过程吗？
■ 本报记者 史力

10 月 11 日以来，我省温度回升。 但
下半年首个影响我省的强冷空气今起登
场。虽是深秋，但呼啸的 8 级大风伴着冷
雨将为你带来冬季感受。

据省气象台预报，10 月 15 日到 16
日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省， 且呈
阵风风力强、降温幅度大、影响范围广、
伴有较明显降雨的特点。

预计 15 日至 16 日全省偏北风力增
至 4 级左右，阵风 7 级至 8 级；冷空气影
响下，江北平均气温降幅 9℃至 11℃，江
南 11℃至 13℃。 冷空气过后，17 日、18
日早晨淮北地区和大别山区最低气温
4℃至 6℃， 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霜或霜
冻；其他地区 7℃至 9℃。 “一夜入冬”带
来了妥妥的冬季。

此次影响我省的强冷空气发端于西
伯利亚， 它将影响我国从东北到华南的
绝大部分地区。 在东北和华北大部分地
区，预计将达寒潮标准。

这股冷空气在我省是否能够达到寒
潮标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姚晨表示，
寒潮是有标准的， 一个是最低气温要下
降到 4℃以下。另一个是 24 小时或者 48
小时的降温幅度要超过 8℃。 这次过程
我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降不到 4℃以
下，所以判断这次是强冷空气过程，不是
寒潮。

说完降温说说降雨。 13 日至 14 日
我省出现了明显降雨。姚晨表示，这两天
的降雨是受到台风“圆规”外围的影响，
主要是其外围偏东气流带来了一些水
汽。但从 15 日开始，冷空气南下之后，我
省的降雨主要变成受冷空气影响所致。
预计 15 日到 16 日全省有小雨， 淮河以
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17 日全省晴天到
多云。 18 日到 20 日，我省北部以多云天
气为主，南部多阴雨天气。

回顾 10 月的天气 ，虽然这月才过
半，但它似乎让我们领略了三个季节 。
月初炎如盛夏 ， 一些地方的海棠如春
天一样盛放 ； 很快气温陡降带我们进

入深秋 ；而秋天才过了几天 ，旋即进入
冬季。

省气候中心监测表明， 我省沿江江
北大部于 10 月 5 日到 7 日入秋，目前江
淮之间东部及江南尚未入秋。 与常年相
比，全省入秋普遍推迟 15 天以上，岳西、
砀山、萧县、江淮之间东部及江南南部已
推迟 20 天以上。 虽然局部地区仍未入
秋，但可以断定，全省平均入秋时间将是
1961 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晚的一
次了。

气象部门提醒，15 日到 16 日我省
降温幅度大 ，17 日到 18 日早晨气温
低，易引发呼吸道等疾病 ，公众需及时
添加衣物 ， 防范强降温对人体健康和
疫情防控的不利影响 ； 冷空气影响期
间我省阵风风力大 ， 需做好临时构筑
物 、广告牌 、工棚的加固 ，关注大风天
气对设施农业 、水面作业的不利影响 ；
近期我省多阴雨天气 ， 需关注其对秋
收秋种的不利影响 ， 抓住有利时机收
割晾晒。

·百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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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英雄追忆长津湖之战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近日，电影《长津湖》在各地热映，感
动了无数观众，萧县白土镇董店村 93 岁
的抗美援朝老兵卢致俭， 也成了萧县家
喻户晓的人物。 宿州市专门制作了微视
频《路》，用沙画艺术形式，展现了卢致俭
舍生忘死的英雄形象。

10 月 12 日，记者来到卢致俭家中，
看到屋内外挤满了慕名前来探望的乡亲
们。 “没想到，老人家是参加过长津湖战
役的英雄，更没想到，他在冻掉十个脚趾
之后竟消灭了 14 名敌人。 ”乡亲们向卢
老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卢致俭家客厅的一面墙上， 挂满
了他身着戎装的老照片。 老人的柜子里
珍藏着各类勋章、奖章、军功章，他先后
荣立 3 等功 3 次， 并被授予淮海战役纪
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抗美援朝荣誉勋
章等。

1928 年，卢致俭出生于萧县白土镇
卢村贫苦人家。 1948 年 3 月，20 岁的他

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次年 4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参加济南战役、淮海
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济南战
役中，他踩上地雷，命悬一线；淮海战役
中，部队围攻碾庄的黄百韬兵团，他所在
连 138 人仅存 3 人；渡江战役中，他和战
友们乘小船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渡江，
船被炸沉， 船上 6 人全部落水 ，4 人牺
牲， 卢致俭和另一名战友登岸后勇猛冲
锋，迅速攻占滩头阵地。

抗美援朝战争中， 卢致俭成为首批
入朝志愿军的一员。他所在的 27 军进入
长津湖地区时，遭遇了朝鲜 50 年一遇的
寒冬。 “当时枪栓都被冻住了，手上的皮
肤都粘在了枪上，一撕就火辣辣地痛。我
就用带刺刀的长枪，拼死朝敌人刺去。 ”
坐在沙发上的卢老说着说着， 突然激动
地起身， 拿起手中的拐杖当作长枪作冲
锋拼刺状，口中还喊出拼杀声，在场的人
为之动容。

1950 年 11 月 27 日傍晚， 卢致俭所
在的 27军 80师， 冒着零下 30多摄氏度

的严寒，行进在长津湖东北部。 为躲避敌
人侦察机和轰炸机，他们白天在雪地中埋
伏，夜里急行军。由于缺乏御寒服装，一些
战士倒在了风雪中。卢致俭渴了就捧起雪
吃一口， 饿了就啃冰疙瘩般的馒头和土
豆，直到战斗结束后，才发现自己冻掉了
10个脚趾尖。 11月 30日深夜，80师到达
新兴里，对美 7 师号称“北极熊团”的 31
团形成合围。 卢致俭带着战友郭长海、刘
东海组成战斗小组， 趁夜色摸进美军营
地。 在这场异常激烈的奇袭中，他一人杀
敌 14人，两名战友也杀敌多人。

老人自豪地说， 当时我军的武器装
备十分落后， 凭借顽强的意志赢得了战
场主动权， 特别是在新兴里打得美军狼
狈不堪，首次消灭了美军一个加强团，大
大鼓舞了士气， 对扭转朝鲜战局产生了
极其重大的意义。

1955 年，卢致俭复员回乡 ，政府安
排他当镇学校校长， 淡泊名利的他拒绝
了，主动要求回老家务农。他被推举为卢
村大队第五生产队队长， 带领乡亲们发

展生产、兴修水利、建高产田。
1969 年， 卢致俭带领五队的农民开

赴新汴河工地。当时条件极其艰苦，吃的
是玉米稀饭、山芋面馍，住的是滚地龙草
棚， 他和队友们斗志昂扬， 即使寒冬腊
月，也干得汗流浃背。 “现在比起战争年
代不知要好多少倍， 最起码不会有生命
危险。 ”卢致俭总是这样激励身边的人。

在家庭遇到困难时， 卢致俭从不向
组织上提要求、要待遇，而是艰苦朴素，
固守清贫。 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不再担
任生产队长，但他仍热心帮助乡亲，积极
为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汶川大地
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他带头捐款，处
处起模范作用。近年来，他经常到机关单
位、学校、企业给党员干部群众、学生讲
战争年代的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看着墙上老战友的照片， 老人动情
地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百姓过上了
幸福生活，国家不断强大，战友们的血没
有白流。 我会永远牢记共产党员的使命
和责任。 ”

“邻里守望”暖童心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陈莉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
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
向繁荣富强……”伴随着歌声 ，孩子们
挥动起手中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
祝福。 近日，一场“邻里守望”关爱留守
儿童活动在铜陵市铜官区福瑞幼儿园
内温暖开展。

活动现场，铜陵市与我同行爱心协
会志愿者向孩子们赠送书籍 ，“爱心妈
妈”志愿者陪伴孩子们读绘本 ，大学生
志愿者黄逸群朗诵诗歌 《阳光里的梦
想》并与孩子们分享读书体会。 20 多名
儿童在志愿者的带动下， 积极跟读、发
言，8 岁的周劲宇小朋友主动请缨，现场
为大家朗读了一则寓言。

在手工实践环节 ， 民间剪纸艺术
爱好者许红给孩子们讲授了剪纸文
化，并结合国庆节日主题 ，带领大家用
彩纸剪五角图形 。 从折纸 、裁纸 ，到剪
出五角星 ， 再到剪出复杂的五角镂空
花，孩子们看到自己剪出的精美图案 ，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 争相展示自己
的作品。

“孩子的聪明才智如同一粒种子，需
要条件才可以发芽生长。 ”活动组织者、
铜陵市与我同行爱心协会副秘书长王娜
告诉记者，适逢国庆，他们组织开展此次
活动，希望以爱与温暖陪伴孩子成长，用
爱催开幸福的花儿。

近年来， 铜陵市围绕关爱社区困难
群体，为老弱病残幼办实事、办好事，组
织实施了社会组织微公益创投项目。 该
市“邻里守望”关爱行动通过建立关爱留

守儿童 “爱心妈妈 ”、关爱老人 “代理家
人”等志愿者队伍，以结对帮扶、志愿服
务等方式， 为社区特殊群体提供亲情陪
伴、生活照料、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社会
融入等多种形式服务。

“今天过得很开心。 ”在“爱心妈妈”
陪伴下看完电影的查鑫宇小朋友， 主动
询问起下次活动开展的时间。

“这次活动虽然已经结束， 我们还会
定期、不定期通过电话联系，做到经常性
看望孩子。 ”“爱心妈妈”志愿者刘青表示。

“智汇合肥高校行”
秋招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许根宏）记者 10 月
13 日从合肥市人社局获悉 ，“智汇合
肥高校行” 秋招活动工作组已前往上
海赴 5 所大学揽才，共组织 69 家企事
业单位提供 2776 个工作岗位。

此次“智汇合肥高校行”秋招选择
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 4 座高校资
源集中的城市进行， 通过专题宣传片
和“我为合肥代言”短视频，发放青年
人才政策折页， 全方位宣传合肥人才
生态。同时，活动组织单位和引进人才
的企事业单位还与各高校座谈交流，
探索建立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研
发、合作转化的长效机制。

“智汇合肥高校行” 在上海期间，
先后在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
理工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四所高校举
办系列活动。

绩溪扩大创业

担保贷款覆盖面

本报讯（通讯员 周明助 记者 张

敬波）今年 8 月，绩溪县上庄镇金山村
村民叶智红返乡创业， 准备从事豆制
品加工，但缺乏启动资金。向县就业人
才服务中心提交申请后， 叶智红顺利
获得 10 万元面向返乡农民工的创业
担保贷款，创办豆制品加工坊。

今年以来， 绩溪县全面落实创业
担保贷款扶持政策， 进一步扩大政策
覆盖面， 将贷款主体扩大到登记失业
人员、退役军人、被征地农民、残疾人、
高校毕业生等主体， 并将个人贷款额
度由 20 万元提高到 50 万元， 小微企
业贷款额度由 200 万元提高到 300 万
元。 同时优化担保方式，对 10 万元以
下贷款实行免反担保模式。

为给创业者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绩溪县人社局在该县服务大厅开展创
业担保贷款现场审核“一站式”服务，
积极为创业者铺设一条融资 “绿色通
道”。同时，不断完善工作流程，积极协
调贷款发放银行进一步简化工作程序
和手续，提高贷款时效。 今年 1 月至 9
月 ， 该县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51 笔
2835 万元，带动 900 余人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