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 16个地级市空气质量排名
（2022年 1-2月份）

PM2.5浓度单位：微克/立方米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注：（1）城市空气质量排名采用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大小来确定，指数越小表明空气质量越好，指数相同的城市以并列计。
（2）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是指评价时段内，参与评价的各项污染物的单项质量指数之和（单项指标评价时段内平均浓度与该指
标二级标准限值的比值，SO2、NO2、PM10及 PM2.5采用年均浓度二级标准限值、O3和 CO 采用日均浓度二级标准限值），指数
越大表明城市空气污染程度越重。 （3）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指本年度评价时段内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与上年同期变
化幅度，变化率大于 0 代表空气质量恶化、小于 0 代表改善、等于 0 代表持平。

2 滁州 4.43 -6.3 55 76.3

2 宣城 4.43 11.6 59 71.2

4 安庆 4.60 7.0 62 67.8

5 池州 4.70 8.3 63 67.8

6 六安 4.75 7.2 64 69.5

7 马鞍山 4.78 3.7 60 74.6

8 铜陵 4.79 -1.4 58 71.2

8 合肥 4.79 9.9 56 79.7

1 黄山 2.83 -10.4 31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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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芜湖 4.83 5.7 61 67.8

11 宿州 5.09 0.6 75 57.6

12 蚌埠 5.10 2.8 67 66.1

13 亳州 5.19 3.4 75 57.6

14 淮南 5.30 5.6 77 55.9

15 淮北 5.52 8.4 79 55.9

16 阜阳 5.62 4.5 82 54.2

全省 4.81 3.4 64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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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本报讯 （记者 夏胜为）3 月 21 日，
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3 月 21 日 20 时至 3 月 22 日 20 时 ，安
庆市全境，六安市全境，宣城市全境，铜

陵市的枞阳县，广德市 ，宿松县发生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请注意防范，并
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 一旦发现隐患，
提前避险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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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祝福送给抗疫人员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万伦

近日，一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
工作者在楼梯转角处席地而卧， 这位
“大白”很快刷屏了铜陵人的朋友圈。

“要注意安全啊”“最美逆行者”“感
恩每一位一线工作者”“感谢你们的付
出” ……网友们在表达关心的同时，纷
纷表示：我们能做的就是不出门、不添
乱，不给你们添麻烦。

这位 “大白” 是铜陵市义安区顺
安镇东正社区副主任陈思文。 3 月 20
日 ，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在走访通知
社区居民做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 提
及网上流传的那张照片 ，29 岁的陈思
文有些不好意思 ， “当时是第一轮核
酸检测 ，我在有色世纪新城小区采样
点和医护人员一起上门通知居民 ，因
长时间没合眼 ，实在太困 ，就休息了
一下。 ”

自 3 月 14 日铜陵打响疫情防控阻

击战以来，陈思文在社区防疫岗位上连
续工作未间断， 平均每天工作 18 个小
时以上。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陈思文的电话
不断。

“这几天你主要负责哪些方面？ ”
面对记者的提问，陈思文停顿了一

下：“值守、宣传、秩序维护、物资搬运，
还要调度社区防疫。 ”

他坦言， 自己作为一名退役军人，
身体好，所以要多承担一些。

“我缺什么就打电话给陈副主任，
他给我送上门，而且还会安慰我。 ”电话
里，居家隔离的东正苑小区居民李阿姨
对陈思文一个劲地称赞。

疫情尚未结束，陈思文依然奔忙在
防控第一线。

“既要管控到位，更要管理到位、关
怀到位、保障到位。 ”陈思文告诉记者，
他将继续发扬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
做一名抗击疫情的“战斗员”、社区安全
的“守护员”、传递温情的“联络员”。

织牢工地防控安全网
■ 本报通讯员 谢树立 郭明义

本报记者 安耀武

近日，界首市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医护人员，来到该市复兴苑安置区对
建筑工人进行核酸检测。界首市在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广大医护人员
深入工地开展服务，实现核酸检测筛查
应检尽检，共同织起一张“疫情防控安
全网”。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界首
市城投·首居复兴苑项目， 是该市一个
大型安置区， 工地共有 700 多名工人。
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严格控制进入采
样点人数，时刻提醒等候检测人员保持
1 米以上间距，工人们有序排队接受检
测。 通过一上午努力，医护人员完成了
检测任务。 “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爱
护，我干起活来也更放心了。 ”工人王贺
军说。

“目前已按要求对工地封闭管理，
安排专人对进出员工扫码、 测温登记，
检查健康码、行程码，每日进行现场消
毒，宣传贯彻日常疫情防控知识，保证
生产防疫两不误。 ”项目负责人姚昌连
表示。

目前， 界首市建筑工地有 8000 多
名工人，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所有
工人进行核酸检测，同时加大对施工现
场疫情防控监管力度。

3月 18日，合肥市瑶海区铜陵路街道合浦北村社区，下派干部在小区出入口给居民量
体温，讲解疫情最新通告、防疫注意事项等。 本报通讯员 徐振国 吴兰保 摄战疫

春茶开采
防疫跟上

■ 本报通讯员 夏忠羽

本报记者 张敬波

3月 19 日， 郎溪县凌笪镇下吴
村茶叶种植户夏宗亮天不亮就起床，
当天是他家茶园开园采摘第一天。

“总共要上 100 名采茶工，其中
60 名当地的， 还有 40 名河南兰考
县的。根据防疫要求，外地工人和本
地工人要分片区作业， 所以要提前
到茶园划分作业区域。 ”夏宗亮说。

2019 年，夏宗亮承包了 120 亩
茶园。 今年 3 月中旬， 气温节节攀
升，茶叶较往年提前进入采摘期。

“我们村有 1万多亩白茶， 当地
采茶工稀缺，采茶工人大都是外地来
的。幸好镇里就春茶生产制定了防疫
措施，并且派来防疫指导员，给我们
吃了‘定心丸’。 ”夏宗亮告诉记者。

“我们提前对全镇 30 亩以上的
茶叶种植户及所需工人数量摸排登
记， 每个大户安排一名防疫指导员，
对防疫措施、防疫物资储备、员工食
宿等开展疫情防控监督和指导，目前
全镇 68名茶叶种植户防疫指导员已
全部到位。 ”凌笪镇农业农村发展办
公室工作人员方胜说道。

该镇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茶叶
种植大户提前 3 天将拟用工人员名
单报备到镇、村，通过大数据比对，
查验拟用人员是否有涉疫风险。

“我们要求外来务工人员来本地
时，必须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并同时提供健康码绿码和行程
码，而且专车接送，到镇后落实3天2
次核酸检测，未出结果前实行封闭管
理。 ”凌笪镇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工作人员黄晋告诉记者，该镇还要求
茶叶种植大户对采茶工每天测温两
次，并实施外来工人与本地工人分区
作业，确保春茶生产期间防疫安全。

田茂德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 安庆市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田茂德同志，因病
于 2022年 3月 20 日逝世，享年 93岁。

田茂德同志，山东淄博人，1929年 5
月出生，1947年 7月参加工作，1947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担任华东革命
大学小组长，华东土改队土改组长，怀宁

广圩区委会组织、宣传委员，三桥区委会
副书记、书记，安庆报社副主编、主编、副
总编辑，安庆广播电台台长，安庆地革会
上山下乡办公室副主任， 枞阳县革委会
副主任、副书记，岳西县委会副书记、政
协主席，安庆地委宣传部部长，安庆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1994年 10月离休。

田茂德同志的遗体定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 10 时 30 分在安庆市殡仪馆
火化。

日前，铜陵市铜官区西湖镇农林村村民在现代农业产业园里工作。 去年，该村
将一处闲置林地打造成集休闲、采摘、垂钓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市民
休闲打卡地。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和县提升农村公路管养水平

本报讯（记者 贾克帅 通讯员 姜海

珍）近日，记者从和县交通运输局获悉，
去年以来，该县持续推进农村公路管理
体制改革，完善管理机制 ，坚持管养并
重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按照
“三分建设、七分养护”的理念 ，创新方
式、加大投入，提升农村公路管养水平。
今年 1 月，和县被交通运输部、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命名
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和县把养护工作纳入县委、 县政府
对各镇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同时，切实将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经费足额
纳入财政预算，并建立稳定的增长机制。

该县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推进
农村公路养护多元化、市场化。 推行养
护责任公示制度，分路分段设立养护管
理责任公示牌，对养护里程、养护标准、
养护单位（责任人 ）等信息全面公示公
开。 目前，当地公路列养率和覆盖率均
为 100%， 解决了农村公路管养主体缺
位问题，做到“有路必养，养必到位”。

和县完善路长负责制，构建“责权明
确、分工明确、奖惩明确”的分级路长责
任体系，明确各级路长 、路长办公室及
成员单位责任，建立路长制公开公示制
度，做到责任落实到位、督促考核到位、
奖励惩罚到位。

跳入湖中勇救落水女

本报讯 （记者 徐建 阮孟玥）3 月
20 日上午， 一辆轿车冲入池州市平天
湖， 正路过此地的贵池区委组工干部
张兆军、蔡松见状，跳入湖中合力将驾
驶员救出。

当天，雨下个不停，气温降到 10°C
以下。 9 时 30 分左右，刚完成疫情防控
督查工作的张兆军、 蔡松驾车返回单
位。 当他们行至平天湖风景区一号桥
与二号桥之间时， 只见一辆白色小汽
车以极快的速度冲入湖中。

两人来不及多想， 赶紧靠边停车。
张兆军边跑边脱下外衣，快速跳进冰凉
的湖水中，游向被困人，蔡松则在湖边
协助救人。“当时汽车离岸边大约六七米
远。 我游到车边时，看到一名女子在驾驶
室位置不断拍窗呼救。 我试着去拉车门，
但拉不开，就用脚蹬车身，尝试了几次才
拉开车门，救出被困女子。 ”张兆军说，随
后他赶紧带着女驾驶员向岸边游。

看到两人游到岸边， 蔡松赶紧拉
着他们上岸。 接着，张兆军和蔡松帮女
驾驶员联系上急救部门和家属， 这才
悄然离开。

·社会广角·

暴雨大风预警双双亮“蓝灯”
省防办要求淮河以南各市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

本报讯 （记者 史力）3 月 21 日，我
省大范围降雨一直在持续。 当天上午省
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和大风蓝色预警，
提醒公众和相关部门注意加强防范。 预
计受冷空气持续影响，本周内我省降雨
持续，局地多暴雨。

21 日上午 10 时 00 分，省气象台变
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指出 12小时
内淮北地区南部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
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并
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10 时 35 分发布
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24 小时内淮河以南
部分地区平均风力可达 4 级左右， 阵风
7～8 级。 请注意防范！

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3 月下旬主
要降水过程出现在 21日至 22日两天和
24日夜里至 25 日。预计 3月下旬全省累
计降水量和常年同期相比偏多四成至
六成，全省气温仍起伏较大。

又讯（记者 王弘毅 )强降雨将致淮
河以南部分河流明显涨水，省防汛抗旱

指挥部办公室近日下发通知：要求淮河
以南各市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

据水文部门模拟预测， 沿江西南诸
河、二郎河、皖水、新安江等河流有一次
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沿江西南诸河各控
制站可能达警戒水位左右。 本轮降雨落
区与前期重叠， 部分河流涨水较大，山
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 、城乡低洼
地内涝等风险增大。

通知要求， 要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
思维，加强会商研判和动员部署 ，督促
防汛责任人上岗到位，加强局地强降雨
和河道（沟）涨水监测预警，及时果断转
移山洪地质灾害威胁区 、低洼地 、低标
准圩口等风险区内人员；要加强河道安
全管控，提前撤离河滩内施工、采砂、捕
鱼、游玩等人员，确保安全；要加强超警
堤防巡查防守，做好涉山涉水旅游景区
（景点）和沿河道路、桥梁安全管理 ；要
做好值班值守，保持信息畅通 ，对接抢
险救援力量，快速有效处置可能发生的
险情灾情。

民生资讯·天气

宿州埇桥区建强乡村人才队伍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近年来，宿州
市埇桥区多措并举 ， 建强乡村人才队
伍，助力乡村振兴。

埇桥区出台高质量推进“双招双引”
工作实施方案，成立“双招双引”工作领
导小组，设立 10 个“招商招才”对外联络
处， 对接全区在外人才和异地商协会。
该区围绕“八大产业链”，探索建立区领
导担任产业链“链长”、龙头企业担任产
业链“链主”的“双链”制度，扎实推进“双
招双引”工作。

该区成立乡村振兴人才学院， 为推
进“三农”提供智力支撑；实施 “一村一
名大学生”人才培养工程 ，分层分类分
模块推进乡村企业家人才培养；围绕农

业转型升级、农民增收致富等培训新型
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 同时依托埇桥区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加快推进与高校
院所合作，先后成立国家大豆产业技术
体系“埇桥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李德发
院士安徽反刍动物全产业链院士工作
站等产学研合作机构。

埇桥区建立 “区级领导干部联系专
家人才”机制，每名区级领导联系 3名至
4 名优秀人才， 将农村实用人才纳入联
系范围，优化人才服务，促进作用发挥。
同时建立“项目+人才+团队”机制，实施
“博士专家进埇桥”项目，柔性聘任 29 名
博士专家到埇桥分别担任乡镇副乡镇
长、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垃圾分类扮靓新生活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张珍

“老郭， 我家这几个药瓶子放这儿
了。 ”3 月 17 日下午，亳州市谯城区古城
镇李寨村村民李培山拎着一袋农药瓶
子，来到该村有害垃圾回收存放点，交给
负责人郭玉春。

李培山告诉记者， 自从村里建了有
害垃圾回收存放点， 村民家里的废弃农
药瓶子、化肥袋子、废旧家电等，都能拿
到这里换钱。

“以前不知道这些东西会污染环境，
都是随地乱扔。 现在村里大力宣传垃圾
分类，有害的、能回收的垃圾我们都拿到
回收存放点。 ”李培山说。

在李寨村，“垃圾科学分类 文明你
我同行”“村庄有规划 环境美如画”“传
儒风孝道 树文明新风”等宣传标语随处
可见，村庄环境整洁漂亮。

“外面干净了，自己也想把家里收拾
得干干净净的。 ”村民张小慢正将垃圾分

类投放到垃圾桶， 她说现在村里环境越
来越好，大家的文明意识也都提高了，垃
圾不仅不乱扔，还学会了分类。

生活垃圾分类， 是村庄清洁行动的
一场“绿色革命”，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的一件大事。

李寨村党总支书记马飞告诉记者，
该村不仅建了有害垃圾回收存放点，还
在村民家门口摆上分类垃圾桶， 同时通
过村村通广播、 宣传标语等多种方式向

村民宣传、讲解垃圾分类的方法和意义，
定期评选“最美庭院”等，引导村民养成
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有害垃圾回收存放点的垃圾收集
后， 将由镇里统一转运到区里进行回收
处理。 ”古城镇文明办工作人员张明志向
记者介绍， 垃圾分类不仅有助于改善乡
村环境，还能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助力文
明乡村、美丽乡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