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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技人员来皖研修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日，由中国

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主办， 安徽省农科
院水稻所承办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
业科技（绿色水稻）专业人才研修班在合
肥举办。

这次研修班以“绿色水稻生产及其管
理技术”为主题，邀请了包括 2 位院士在
内的 12 位水稻科技界的知名专家， 与来
自柬埔寨、巴基斯坦、孟加拉、加纳、马拉
维等 20 个国家的 150 多名学员分享先进
的中国水稻生产技术成果，内容涉及生物

育种、智慧农业、杂交稻种子生产、水稻机
械化生产、稻米储藏加工等多个领域。

我省先后与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科技交流合作关系，举办了六届发展中
国家技术培训班和一届科技政策与管理
国际研修班，培训了来自南美洲、中美洲、
亚洲、欧洲、非洲等 30 多个国家的 700 余
名学员。 近年来，省农科院水稻所与柬埔
寨、越南、埃及、乌干达等“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开展了水稻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
合作，育成多个节水抗旱稻新品种。

大学生科普创意创新大赛举行决赛
本报讯 （记者 汪永安）12 月 4 日，第

十二届安徽省百所高校百万大学生科普
创意创新大赛决赛在安徽建筑大学举办，
20件科普创意创新作品的作者现场比拼。

本届大赛共有 72 所高校 2973 人参
赛，征集参赛作品 2269 件。 经在皖各高
校预赛推荐， 省双百大赛办组织复赛评
审、 网络投票等环节， 共评选出一等奖

14 个、二等奖 32 个、三等奖 80 个、优秀
奖 100 个。此外，还根据各高校举办校内
赛事、宣传推广、获奖等次等情况评出优
秀组织奖 10 个、团体优胜奖 3 个。

安徽省百所高校百万大学生科普创
意创新大赛由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安徽
省教育厅、共青团安徽省委共同主办。 自
2010年以来，大赛已连续举办十一届。

·全国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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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健康安徽行动”，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朱琳琳

健康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 关系国
家和民族的未来。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
健康安徽行动， 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
素，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让百姓看病就
医方便可及。

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近日，一位肥胖高危孕妇来到合肥经

济技术开发区海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
行产检。 妊娠6周时她体重达到100公斤，
后期在海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和安
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专家全周期指
导下，该孕妇孕期体重仅增长6公斤，并顺
利分娩一个4公斤重的宝宝。 海恒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主任潘梦舒介绍：“作为安医
大二附院医联体单位，我们中心每周都有
安医大总院的妇科、 儿科专家来坐诊，为
辖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

近年来， 我省坚持以妇女儿童为中
心，不断完善政策制度和服务链条，逐步
实现生育全程健康服务和保障。 全省构
建基于“孕前—产前—生后”的三级出生
缺陷防控体系， 建立省市县危重孕产妇
和儿童救治中心，实施学生眼疾病筛查、

新生儿疾病筛查、妇女常见病及“两癌”
筛查项目； 开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
服务试点， 人口监测和家庭发展工作不
断推进，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健
康服务需求。去年，我省孕产妇死亡率下
降至 8/10 万，婴儿死亡率下降至 3.47‰，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 4.85‰，均
优于目前全国平均水平。

银发浪潮来袭，养老问题如何破解？
近年来， 我省鼓励支持各类存量养老机
构向护理型床位转型升级 ， 到 2020 年
底， 全省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比例已经
达到 40%。今年初，省卫生健康委等八部
门联合印发我省第一个关于老年健康服
务体系的指导性文件 《关于建立完善老
年健康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 目前，我
省逐渐形成了医养结合的四种模式，即
医养签约合作、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 医疗卫生服务
以嵌入式延伸至社区、家庭，初步呈现出
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格局。

增强重大疾病防控能力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我省

在全国较早启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级
响应，一个月控制住疫情蔓延，一个半月

左右时间实现住院患者“清零”，三个月
左右时间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贡献了“安
徽药方”，展示了安徽速度和安徽力量。

曾经， 我省是全国受疟疾严重危害的
地区之一。近年来，我省深入推进健康安徽
建设，强化公共卫生服务，实施重大疾病
预防控制，提前一年实现消除疟疾目标。

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
升。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
准从 2015 年的 40 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74 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增加至 12
大类 45 项。

传染病防控有序推进。 艾滋病患者
抗机会性感染医疗救治累计完成 3 万余
人次，贫困结核病患者救治 4.5 万余人，
全省碘缺乏病县继续保持消除状态，免
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 90%以上较高
水平 ，5 岁以下儿童乙肝发病率控制在
1%以下。 同时，慢性病防控稳步实施，建
成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16 个、
省级示范区 56 个，实施癌症早诊早治和
心脑血管疾病筛查干预等项目。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全民运动，全民幸福。 金秋时节，合

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在如火如荼开展。

篮球 、乒乓球 、自行车 、徒步越野 、柔力
球……6 大类 、41 个大项 、282 个小项 ，
1.5 万名运动员直接参赛， 参赛运动员
涵盖 6 周岁至 70 周岁不同年龄段 ，影
响辐射百万人群，全市人民畅享一场体
育盛宴。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近
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全民健身行动，丰富
各类群众性体育赛事供给， 引导全民健
身活动全面开展。2020 年，全省各地积极
克服疫情影响，线下线上同步发力，举办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5191 次，直接参与人
数达 376 万人次。 全省培训各级社会体
育指导员 18449 人， 新成立各类体育社
会组织 209 个， 全民健身组织网络进一
步向基层延伸。

近年来，我省大力建设贴近社区、方
便可达的中小型全民健身中心、 多功能
运动场、体育公园、健身步道、健身广场、
小型足球场， 着力补齐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短板。 目前， 全省拥有体育场地 17.8
万个， 体育场地面积 1.34 亿平方米，其
中大型体育场馆 179 个、 体育公园 139
个 、全民健身路径 3.38 万个 、健身步道
4014 个，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成 1.5 万
多个，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刘惠在合肥市调研

高质量推进引江济淮工程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尔实）12 月 5 日，省

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刘惠赴合肥市深入
引江济淮派河口枢纽工程施工现场，调
研引江济淮工程建设情况， 并主持召开
调度推进会，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调研强调， 引江济淮工程是我省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一号工程”，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
精神， 认真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决策

部署，狠抓工程进度、质量和安全管理，
全面推进引江济淮工程建设。要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积极谋划推进
江淮运河生态廊道建设。 要加快安置点
建设，妥善安排好群众生产生活。要按照
“分工负责、压茬推进”原则，全力推进二
期工程各项前期工作， 确保完成年度建
设任务， 为人民群众喝上更好水提供水
源保障。

市场准入隐性壁垒排查整治行动展开
本报讯 （记者 王弘毅 ）打破 “玻璃

门”“弹簧门”，提高办事效率，营造让企
业家感到舒服的营商环境。 12 月 1 日，
经省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开展
市场准入隐性壁垒问题专项排查整治
行动。

此次排查整治范围包括贯彻执行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20 年版 ）》许可
准入事项方面存在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
壁垒问题。排查整治重点主要有几大类，
包括准入准营门槛过高， 条件设置不合
理不清晰；变相审批问题，如是否存在名
为备案实为变相审批， 审批改为备案后
部分环节甚至比以前更繁琐等问题；政
府采购和招标等领域前置门槛多， 如是
否存在招标文件在设置技术要求以外，
依然设置其他不合理前置门槛， 是否存
在招标文件中设置限制中小微企业尤其
是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门槛，是否存在“入

库”再招标问题；一些地方公共服务领域
未完全放开，存在多种垄断经营问题，如
是否存在行业资质门槛过高、 变相设置
门槛， 以及利用强势地位垄断经营等问
题；新经济领域市场准入标准滞后，地区
间准入标准差异大问题， 如是否存在行
业准入管理跟不上企业创新需求问题，
是否存在准入事项多、条件严、手续繁等
突出问题，是否存在“一业多证”现象，是
否存在地区间标准不一，差异较大问题。

此外，一些垄断行业开放后“准入难
盈”问题，一些地方和领域的地方保护问
题，也在排查整治的重点问题之列。

下一步，各地、各有关单位将畅通市
场主体对隐性壁垒意见反馈渠道， 全面
深入排查面上情况和点上问题， 梳理问
题清单，建立整改台账，对照问题清单和
整改台账，加快整改进度，确保相关问题
完成整改。

九单位跻身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
本报讯（记者 史力）近日，农业农村

部办公厅公布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
试点单位， 我省凤台县等 4 个县被确定
为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县，黟
县有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 5 个服务组
织被确定为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
点组织。

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是
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有关要求， 探索农
业社会化服务引领支撑农业现代化发展
路径的举措。 此次入选的 4 个创新试点
县分别是凤台县、萧县、霍邱县、蒙城县；
5 个服务组织分别是黟县有农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 安徽金色家园农业社会化服
务有限公司、 安徽省农业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谯城区焦魁农机专业合作社、天长
市大地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下一步

各试点单位将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 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
接为主线， 以培养农业服务业战略性大
产业为目标， 积极探索创新农业社会化
服务的业态、模式、机制，树立农业发展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行业标杆和县域样
板，以点带面、示范引导农业社会化服务
加快推进， 更好地引领小农户和农业现
代化发展。

近年来， 全省各地以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生产为重点， 因地制宜地推广单环
节托管、多环节托管、关键环节综合托管
和全程托管等多种托管模式。 2020 年全
省农业生产托管面积 2.16 亿亩（次），托
管全省耕地面积 5407.6 万亩，同比增长
5.3%，约占全省耕地面积 61.3%，在全国
位居前列。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省委宣讲团报告会在省委教育工委、省直机关工委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陈婉婉 见习记者

李明杰 通讯员 何亮）近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省委宣讲团
报告会在省委教育工委、省直机关工委
举行，省委宣讲团成员、安徽中医药大
学党委书记、教授王先俊，省委宣讲团
成员、皖西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袁维海
分别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王先俊 、袁维海从深刻
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 深刻认识党的
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 ，深
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深刻认识
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
验， 深刻认识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的
重要要求，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等六个方面对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阐述
和系统讲解。 省委教育工委与会代表

认为 ，要认真抓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学习贯彻工作 ，切实把全会精
神融入到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全
过程、 各环节， 把学习全会精神的成
果转化为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的实际行动。 省直机关工委与会代表
认为， 要以宣讲报告会为契机 ， 进一
步深刻认识 “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
义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 自
信 ”、做到 “两个维护 ”，着力推动全会

精神在省直机关落地生根 、 开花结
果， 推深做实模范机关建设 ， 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报告会期间 ， 王先俊与省委教育
工委、 省教育厅机关青年干部和省委
教育工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工作人员进行面对面地座谈宣讲 。
袁维海来到省直机关工委党校， 与正
在学习的主体班学员进行互动式座谈
宣讲。

闻国庆：勇救落水者 壮举扬美名
■ 本报记者 张岳

这几天， 池州市第二中学退休教师
闻国庆心情格外好。

“我在电视上看到您啦，跟省里领导
一起合影。”“闻老师，好样的！”闻国庆听
后总是谦逊地摆摆手。 11 月 12 日，省委
书记郑栅洁、 省长王清宪等省领导在合
肥会见了我省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
名奖获得者，闻国庆名列其中。

“我的名字叫国庆，是因为在国庆节
出生。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今年
70 岁的闻国庆，说起自己的名字非常自
豪。 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他喜欢钻研游
泳，还参加过 1977 年安徽省游泳骨干培
训班，专门学过水上救护，后来当上了游
泳培训教练。

去年 10 月 17 日下午 5 时 20 分左
右，一名 60 岁上下的女士突然冲到百牙
桥桥边，跨过栏杆，跳入河中。

“救人啊，有人跳河了！”市民们有的
大声呼救，有的拿起手机拨打报警电话。

闻国庆恰巧路过，三步并二步，甩掉
外衣， 第一个跃入河中， 迅速游向落水
者。他从后面托起了落水者的身体，让她
的头部露出水面以便呼吸空气。 闻国庆
一手划水，一手全力托举，艰难地向岸边
前进。 整个抢救的过程大约持续了 5 分
钟，时间虽短，但难度极大。 快到岸边的
时候，他已经筋疲力尽。在热心市民的协
助下，闻国庆成功将落水者救上岸，随后
医护人员赶到现场，落水者成功脱险。

这不是闻国庆第一次救人 。 早在
1977 年 8 月的一天早晨， 墩上公社中学
学生陶芳来、刘平到九华河游泳，当时九
华河上游已发洪水，水位上升，两人双双
误入河中漩涡，他们边喊救命边在水中挣
扎。 闻国庆闻讯赶来，沿河猛跑，接近落水
点后， 闻国庆脱掉外衣一头扎进洪流，快
速游向陶芳来，一把抓住他的手，反身游

回岸边。 随后，他还没顾上喘口气，又迅速
游近刘平，一手从背面夹住他，一手划水，
用尽全身力气游向岸边。 两人都获救了！

1984年 6月的一天，闻国庆在长江段
梅龙镇许家长江轮船码头附近游泳，突然
听到旁边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 有小
孩掉水里了！ ”他立刻逆流向着呼救点游
去，猛吸一口气，扎入水底，伸腿一扫，碰
到了落水者的身体。 说时迟，那时快，他沉
下身体，一手抓住小孩，双脚猛力一蹬浮
出水面。 这时，岸上群众看到他抱着孩子
从水中冒出来，高兴地说：“找到了！ 找到
了！ ”落水者是化险为夷了，可闻国庆被江
里的乱石丛划破脚趾，血流不止。

“我会水，在别人生命攸关的时候，
及时伸出援手， 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
命。 ”当获救者及其家属前来感谢时，闻
国庆总是婉言谢绝。 闻国庆先后 6 次跳
进江河，成功救起 7 人，荣获安徽省道德
模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称号。

12 月 3 日，安徽科恩新能源有限公司合肥滨湖科学城区域能源站，工作人员在对地源热泵机组进行日常巡检。 该能源站为
多能互补型能源项目，采用地源热泵、污水源热泵、冰蓄冷、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等多种方式。冬季供暖时，通过地下管道获取土壤
中热量为室内供热；夏季制冷时，把室内热量通过管道排入大地。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向大地“借”能量

12 月 2 日，合肥市肥东县马湖乡大棚花卉种植基地内，花农忙着采收雏菊、非
洲菊等供应市场。 近年来，肥东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农户通过就近务工、入股等形
式不断增加收入。 本报记者 杨竹 本报通讯员 阮雪枫 摄

﹃综
治
户
长
制
﹄助
力
乡
村
平
安

本
报
记
者
李
晓
群

“自从实行了
户长制以后， 我们
村里的治安是眼睛
看得见地变好了 ，
像 盗 窃 之 类 的 现
象， 这两年几乎没
有了。 ”12 月 1 日，
谈起“综治户长制”
带来的变化时 ，明
光市苏巷镇吉庄村
群众周祥君这样告
诉记者。

近年来， 明光
市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 ，依托市 、镇 、村
三级综治中心 ，以
自然村庄为基本单
元， 探索实施富有
本地特色的 “小事
不出自然村， 大事
不出行政村” 的基
层治理新模式———
综治户长制， 变以
往 “群众跑腿找村
干部解决问题 ”为
“在家门口找综治
户长解决问题”，把
矛盾纠纷和村居事

务问题化解处理在当地。
今年 70 岁的苏巷镇戴巷村陆郢

组综治户长曹士庆是一名老党员、退
休干部 ， 在村民群众中拥有良好声
望。 担任综治户长以来，每有群众发
生矛盾纠纷，他就主动把双方拉到一
起 ，沟通交流谈心 ，释理说法 ，“遇事
多谈心 ，越谈越顺心 ，矛盾纠纷自然
得以化解了。 ”

“综治户长制” 目前已实现全市
17 个乡镇 (街道 )、135 个行政村全覆
盖，它由市级综治中心主管，统筹安排
和协调有关部门保障综治户长各项履
职所需软硬件设施和装备。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 综治户长的
家门口都悬挂着醒目的“综治户长”标
牌和治安警铃。在综治户长活动点，户
长的姓名、 电话等相关信息也被印制
成“便民联系卡”，便于村民随时联系。

“有事找户长，那都不是事”。苏巷
镇苏山路扩建后有 10 余户群众门前
没有路灯，反映给综治户长夏善勇后，
经他及时汇报协调， 镇政府立即安排
安装路灯，解决了问题。

“积聚‘小平安’，汇聚‘大平安’。 ”
明光市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徐礼锋
说，我们实行“综治户长制”，积极填补
乡村治理中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向下延
伸的空白地带，努力打通乡村治理“最
后一公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综
治户长考核奖惩机制等， 进一步调动
户长工作主动性，推动“综治户长制”
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