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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国科大高新园
区， 是助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争创世界一
流大学，支撑量子创新院项目建设与发展，
加快推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
重要举措。 日前，合肥市人民政府印发《关
于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新园区（一期）项
目建设工作成绩突出单位予以表扬的通
报》，该项目建设主体单位荣获“项目建设
工作成绩突出单位”称号。

“作为合肥高新区中国科大高新园区
（一期）项目建设主体单位，量子院暨科大

高新园区公司自项目建设以来， 克服建设
体量大、施工难度高、汛期时间长、新冠肺
炎疫情、人员变动等不利因素影响，全体人
员顶着压力干， 迎着困难上， 最终不辱使
命，完成建设目标，顺利实现交付任务。 ”该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在项目交付冲刺阶段， 合肥市重点局
联合参建单位排工期，详细分解工作任务，
实行销项机制， 期间累计组织召开现场建
设推进协调会议 70 余次， 协调解决设计、
施工问题 200 余项。 明确要求设计单位各

专业负责人常驻现场并每日巡查， 累计下
发 15 次设计巡查报告和 93 次设计联系单，
确保施工中遇到的各类设计相关问题得到
及时有效解决。

为进一步推进项目建设， 在项目交付
内容中， 中国科大已建成的人才公寓作为
教职工行政楼同步投入使用。 项目建设主
体单位及时对接设计单位复核、完善、优化
设计方案，确定人才公寓楼满足使用条件，
完成供电、供水设计方案调整，完成供电增
容报装、增加供水管道施工，同时新增报警
杆、升降防恐桩、防高空抛物点位等设计方
案，提升入驻品质。 历时 2 个月时间完成相
关工作并具备入驻条件， 为项目如期交付
提供了坚实保障。

2018 年 9 月 1 日， 中国科大高新园区
（一期） 项目正式奠基开工，2019 年 11 月
底， 项目先期启动的八幢单体主体结构全
部封顶，2021 年 9 月初， 首迎 3000 多名学
生顺利入驻。 目前， 项目剩余 1 号、2 号、3
号学科楼以及行政与师生服务中心四幢单
体主体结构全部封顶， 并通过优质结构验
收，合肥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
大面积开展专项工程施工， 预计 2022 年 9
月正式投入使用。 （吴琼 胡丽）

合肥高新区：
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全力保障高质量发展

2021年 ，合肥市蜀山区全面推进商事
制度改革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市场主体
持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 全区各类市场
主 体 总 量 突 破 20 万 户 ， 同 比 增 长
18.09％。 全年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51841
户 ，同比增长 26.95％。 其中私营企业 （含
内 资 ） 新 登 记 30244 户 ， 同 比 增 长
59.04％。 全区市场主体总量居全市前列 ，
新增市场主体总量和实有企业总量均居
全市第一 。

打好“宣传牌”，办事更明白。 蜀山区细
化窗口办理和网上办理流程图，在微信公众
号开辟办事服务小程序， 线上提供涉及 30
多项全部证照服务指南；线下宣传商事登记
制度改革成果，提高居民政策知晓率，扩大
惠企政策宣传面。

打好“政策牌”，办事更高效。 2021 年，
蜀山区全面落实“一网通办”，开办企业审批
时限压减至半天。 扎实推进 “证照分离”改
革，全面铺开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在自由
贸易试验区合肥片区蜀山区块试点“一业一
证”改革。 截至目前，全区 1070 项政务服务

事项全部实现“最多跑一次”。
打好“减负牌”，办事更省钱。 该区推出

新设立企业提供一次免费刻制公章服务措
施，激发市场活力。 2021 年共为 1.3 万户新
办企业免费刻制印章近 4 万枚，减轻企业开
办成本 390 余万元。

打好“服务牌”，办事更贴心。 着力打造
“便民之窗”，安排专人提供政策咨询、业务
引导、填写录入等“保姆式”服务，扩大自助
打印证照覆盖面，在商贸集中区和蜀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新增自助打照机 4 台，提供贴心
服务。 （杨发苗 刘亚萍）

近日， 居民尹鑫鑫来到宿州市埇桥区税务
局办税服务大厅寻求帮助， 因为他缴的一笔养
老保险款查不到缴费记录。

针对该情况， 税务窗户工作人员开启延时
服务，初步断定为后台软件出现错误，并妥善解
决了相关问题。

“看他比较着急，我就安抚他的情绪并告诉
他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后经多方协调，这笔钱
完整退回到缴费人的个人账户。 ”埇桥区税务局
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股股长周静说。

群众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类似的群众小事、
急事， 税务窗口每个月办理 600 件以上。 2021
年，埇桥区税务部门聚焦为民办实事，坚持“宿
事速办”，努力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动力，助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该区税务部门结合“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要求工作人员做到“微笑多一点，
声音柔一点，效率高一点，耐心好一点，服务优
一点”，架起与纳税人之间的“连心桥”，努力办
好为民“贴心事”。 （王永）

办好为民“贴心事”

近日， 桐城市龙眠街道东关社区党总支走
进居民小区，面对面倾听群众呼声，近距离了解
居民诉求。 在明秀路 46 号院，群众反映树木过
高，枝干宽大，存在安全隐患。 经了解，所在的宿
舍区树木较多，企业破产后缺乏维护，给居民日
常安全、 生活出行带来隐患。 该社区及时通过
“文都 e 家”———桐城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平台
上报到市委组织部， 相关部门及时召开专项调
度会，很快制定出施工方案。

1 月 8 日市园林绿化所进入小区施工作
业，高空作业车和吊车、运输车相互配合施工，
龙眠街道和东关社区工作人员全程服务，协调
车辆，引导出行，维护现场秩序等，经过一周的
施工 ，小区内树木全部进行修剪 ，消除了安全
隐患。 80 多岁的陈奶奶说：“多少年了，每逢刮
风下雨都提心吊胆 ，晴天还晒不到阳光 ，这下
好了 ，多年的烦心事彻底解决了 ，大院的老老
少少都高兴。 ” （华国清）

社区服务温暖人心

近日， 灵璧县渔沟镇积极发掘镇区林业资
源，镇关工委、中心小学和浩发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主动参与， 开展丰富的林业科学研学活动，打
造大花山小学生林业科学实验教育基地。

大花山位于渔沟镇内，山高 560米，面积约 350
亩。 上世纪 80年代初，原梁集初中发动全校师生栽
植松柏树苗，后陆续栽种桃树、李子、山楂、石榴等花

果类树木，林业资源非常丰富。渔沟镇中心学校多次
组织学生到大花山研学及植树造林活动， 让广大学
生亲身感受绿色环保教育，树立环保意识。

下一步，该镇将继续加强对大花山的植树造
林力度，并以此为平台，加强青少年学生林业科
学教育，定期组织一系列实用性和趣味性的林业
研学活动。 （张欠欠）

林业研学丰富多彩

万家灯火的背后，少不了一只只电表的日夜
兼程。 在我省，每一只电表都离不开国网安徽电
力营销服务中心的检定， 保证电表的准确无误，
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一只智能电表要安装到
户，至少要经历五道关卡。 从定样检测、性能试
验，到样品比对、到货后的抽样验收，再到逐只全
检验收、抽样复检。 ”国网安徽营销服务中心计量
设备部汪娅婷介绍。

在全检验收环节实现自动化检定的基础上，
国网安徽营销服务中心不断进取，在抽检环节也
实现了自动化检定。2021 年 12 月 8 日，满足新一
代国际标准的电能表柔性自动化抽检流水线，在

国网安徽营销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行。
该流水线兼容单相、 三相电能表抽检功能，

大幅提升了适应能力和生产效率。 “新流水线的
投运对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深化计量设备全寿命
周期管理等方面意义重大。 ”国网安徽营销服务
中心计量设备部负责人金耀说。

柔性自动化抽检流水线年检定量可达 10 万
只。 人力投入方面只需投入 1 个检定人员和 1 个
运维人员，极大减轻了一线员工的压力。 此外，该
流水线使检定与质量监督分离，确保了量值传递
准确可靠，更好地保障群众用电计量的检定结论
公平公正。 （方培忠）

自动化抽检提升电力服务水平

2021 年以来， 宿州市埇桥区三八街道坚持
从工作机制上发力，实现街道、社区上下联动，建
立健全有机衔接、有效运转的工作机制，推动基
层治理工作持续性提升。

推动组织联动，让纽带“连起来”。 坚持系统
谋划，推动各领域党组织当好群众“主心骨”。 将
城市基层党建作为各级党组织“书记项目”，吸纳
更多非公企业参与其中；推动工作联动，让齿轮
“转起来”。 下放社区“三权”（事权、人权、财权），
确保社区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街道兜底管
理辖区内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定期组
织社区干部到街道跟班锻炼。

推动落实联动，让责任“紧起来”。 将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作为考核重要内容，建立街道干部全

覆盖联系包保社区工作制度， 实施精准化指导、
项目化推进；深化共驻共建，区域融合“无缝隙”。
搭建共驻共建平台，着力解决资源共享不充分等
问题，定期收集反馈志愿服务情况，作为年度考
核、评先评优重要依据。

延伸治理末梢，同频共振“无死角”。 开展“党
建+五社一心”基层治理示范点建设工作，设立党
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组建党员突击队，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 地毯式排查值守， 确保管控不留盲
区；加强督查监管制度，安全生产落地生根。 2021
年， 安监办联合相关部门累计开展检查督查 200
余次，查处各类隐患 85条，已全部整改。开展企安
全知识培训 25 次，消防演练、防汛演练 15 次，居
民接受培训累计 1200余人次。 （孟爱学）

互联互动推进基层治理创新

“用电过程中，对我们的服务有什么感受？ 可
以将您的意见或建议写下来，我们会努力改进。”
近日， 国网明光市供电公司纪检工作人员联合营
销部深入医院、 社区、 移动公司等用户开展上门
“问诊”服务，排查用电安全隐患。在进行服务满意
度调查的同时，听取对供电服务的意见和建议。

该公司根据冬季气候变化特点，将“纪检+营
销”模式引入用电检查全过程。 通过明查暗访及
抽查等方式对用电检查现场进行监督，持续提升
供电服务水平，提高客户的用电质量。

走访中，该公司对辖区供电设施进行“拉网
式”巡视检查，详细了解用户设备的安全运行情
况、安全工器具使用情况等，同时向用户宣传安
全用电知识，推荐低碳节能的用电方案，助力用
户降本增效，提升电力获得感。

年关将近，该公司纪委通过积极履行监督职
责， 将电力供应保障监督作为当前首要任务，不
断增强监督力度。 下一步，该公司纪委将围绕“纪
检+”工作模式，持续开展监督工作，以精准监督
助力优质服务质效提升。 （吕凌波）

合肥市蜀山区：市场主体快速增长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中国环境谷：“黑科技”护航冬奥会场馆空气质量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 ，来自合

肥中国环境谷的上千台空气净化组件目
前已在冬奥会两个主场馆安装完毕，这些
“黑科技 ”将为场馆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
航。

这些空气净化设备均来自合肥市蜀山
区中国环境谷内的宾肯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北京冬奥组对国家体育馆和速
滑馆进行了配套性改造和建设， 国内外多
家空气净化品牌参与该项目的竞争。 宾肯

电气副总经理郭晓元说 ：“能让合肥产的
空气净化设备走进北京冬奥会场馆 ，我们
感到十分自豪，过程也很不易。 北京冬奥
组委对场馆空气调节系统设定了严格标
准要求 ，经过多轮竞争 ，最终我们依靠技
术 、产品 、服务及整体解决方案等优势脱
颖而出。 ”

在场馆建设改造过程中， 该公司组建
冬奥工程专项技术小组， 针对场馆特点专
项定制系统解决方案。 郭晓元说，此次冬奥
会， 绿色节能可持续是冰上场馆新建和改
造的核心主题， 该公司技术产品不仅净化
效果高效，而且具备滤芯可清洗、可循环使
用、不产生二次环境污染的良好环保性能。

北京冬奥会目前已实施了安全防控机
制的闭环管理， 所有设备将统一由场馆总
体运行保障。 “空气净化产品在安装交付
后， 我们已对使用和保障方进行了技术交
底和维保培训， 可现场及时解决设备运行
问题。 ”郭晓元说，为更好服务和保障赛事
的顺利举办，公司设置了 7×24 小时保障响
应机制，随时准备响应场馆维保任务。

（徐明 季云冈）

解决“办证难” 过个“舒心年”
“谢谢，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房产证终

于拿到手，可以踏踏实实过个年了。 ”家住
合肥市蜀山区井岗镇博澳丽苑小区的夏先
生，拿到房产证后激动不已。 业主代表们特
别定制了锦旗，以表达感激之情。

夏先生于 2014 年向博澳丽苑小区开发
商缴纳了购房意向金，但未签订购房合同，
由于开发商私自抵押，申请破产后法院进行
查封，导致房屋产权证办理遥遥无期，在井

岗镇辖区，类似情况还有很多。
近年来，“难办证” 问题受到了各级党

委政府重视，下决心聚焦群众痛点难点，把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做好事、 解难题作为
“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 2020 年 11，井
岗镇成立专门解决房地产领域历史遗留
“难办证”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工
作专班积极协调市、 区相关职能部门和小
区开发商、资产管理人、债权人，开辟绿色

通道 、 无缝衔接 、 优先办理 。 整个 2021
年 ，工作专班采用上下联动 、分头作战 、
流水作业 、驻点督战等方式 ，打通难点 ，
缩短时间 。 截至目前 ，共解决博澳丽苑 、
福乐家园 、蜀景园等 11 个小区 “难办证 ”
问题，合计 3436 本不动产权证。 以实际行
动，践行坚持为民办实事、解难事 、做好事
的工作宗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见行见效。 （吴庆杰 江超华）

推进普法宣传 守护食品安全

近日，宿州市埇桥区东关街道开展“学习《食品
安全法》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新时代文明实践普
法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和依
法维权意识，合力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

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居民宣讲《食品安全法》
等有关知识，就日常生活中的食品不安全因素、

利用法律手段维护权益等内容进行宣传。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还深入走访食品零售店、小型超市等
食品经营户，宣讲发放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资料和
《食品安全倡议书》，提醒商户严格遵守食品安全
法规，不出售、不使用不安全食品，确保食品符合
国家食品安全要求。 （张春蕾 杨舒博）

“三心”服务助力创建文明城市
日前， 在肥东县店埠镇镇南社区中心

大市场、银行、超市入口及路边商户门前，
民政志愿者们正在为过往群众开展 “反电
诈”宣传、指导安装使用“反电诈”App 等。
2021 年以来，肥东县民政局坚持用“三心”
服务方式，联点共建、移风易俗，积极为创
建文明城市奉献力量。

联点共建聚人心。 该局通过深入社区
开展实地调查研究， 绘制联点共建 6 个区

位图，配置志愿者行动小分队，明确责任区
域， 实现联点共建 Q 小区文明创建全覆
盖。 截至目前， 先后开展联点共建活动 40
多次，人均志愿服务 40 小时以上。

移风易俗入人心。 在春节、清明、七夕等
传统节日， 该县民政局以孝亲敬老、 文明祭
祀、婚事简办等为主题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
供网上祭祀 70余次、 免费赠送鲜花近千束。
同时还开展了新人颁证仪式、慰问老人、节日

联欢会等活动，营造移风易俗的良好氛围。
关爱留守暖人心。 志愿者们通过走访

调查等方式，掌握全县农村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孤儿、留守老人、独居老人身体健康、
生活等基本信息，做到“一人一档”。建立 22
名乡镇儿童督导员、316 名村（社区）儿童主
任队伍，落实包保责任制，结合社会救助品
牌创建，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高桢 李国庆）

上门“问诊”保障冬季用电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