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细致，百姓才能更安全”
■ 本报记者 许蓓蓓

本报通讯员 杜静 谢文君

寂静的深夜，合肥城内万家灯火逐
渐熄灭，而绕城高速包河大道口依旧灯
火通明。 为了守住疫情防控第一道“关
卡”， 这里的防疫人员时刻不忘肩上责
任，24 小时坚守在道口。

4月 12日，是合肥市包河区望湖街道
党工委委员、沁心湖社区党委书记王康担
任防疫“点长”的第 86天。 51岁的王康皮
肤黝黑、嗓子沙哑。 他的手机响个不停。

根据合肥市疫情防控统一部署安
排，包河区范围内包河大道、南淝河路、

方兴大道 3 个高速道口均设置疫情防控
查验卡点，由疾控、交警、交通、高速以及
属地街道 5 家单位组成的一线防疫力
量， 对入肥车辆开展 24 小时不间断检
查，引导司乘人员开展核酸、抗原检测。

作为“点长”，王康需要配合防疫指
挥组做好各方力量的统筹调度及突发
情况的协调处置。

“所有入肥车辆的司乘人员首先需
要扫安康码、 行程码确定行程轨迹，然
后进行低风险和中高风险地区的分流，
引导有序开展对应的检测、登记和留观
服务。 ”王康说。

“注意重点车辆，小袁请引导一下，

安排留观和双检……”包河大道高速口
最东侧的车道前 ，26 岁的小伙子袁宙
韬穿着红马甲，戴着 N95 口罩、面屏和
手套，听到对讲机内前方同事传来的消
息后，眼睛立刻向闸口方向望去，看到
一辆货车开过来， 袁宙韬举起右手示
意，将车辆引导至规定位置停放好。

袁宙韬是望湖街道城市管理部工
作人员，也是第一批支援高速道口防疫
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道口内重点地区
来肥车辆和人员登记、检测、留观服务。
近 3 个月来， 他一直在高速口坚守岗
位，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

“我们要向货车司机宣传政策，并引

导他们做好核酸、抗原双检，保证不漏一
车、不漏一人。 ”为了做好自身防护，袁宙
韬每隔半小时就需要给全身做一次消毒。
高速道口一线防疫人员实行一天三班次
轮流运转，一个班次 8 小时下来，就在几
十米远的留观区域内来回打转，小袁的手
机基本每天都能“刷”出一两万步。

“我们的身后就是 1000 万合肥人
民，只有这里的工作再细致些，百姓才
能更安全些。 ”王康表示。

自 1 月 17 日包河大道设置防疫查
验卡点以来， 这里已经开展约 19 万人
次核酸检测服务， 清明小长假期间，单
日核酸检测量最高突破 7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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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 4 月 17 日，六安市裕安区西市街道皋城王府雏菊苑小区的党员志愿者王安
俊在为封闭楼栋居民分送商超配送的蔬菜。有着 20 多年党龄的王安俊是退伍军
人，疫情期间，在金安区水利局木厂分局工作的他被隔离在小区。 4 月 5 日，他主
动报名就地参加志愿服务，为小区邻居排忧解难。 本报通讯员 陈力 摄

全国首批“童心同护”项目示范院公布

我省两家福利院入选
本报讯（记者 李明杰）近日，中国

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公布“创建‘童心
同护’项目第一批示范院名单”，全国共
有 16 家儿童福利机构入选。 我省合肥
市儿童福利院、安庆市社会福利院名列
其中。

“童心同护”公益项目由中国儿童
福利和收养中心与春晖博爱儿童救助
公益基金会携手实施，旨在提升全国儿
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服务能力，促进孤
残儿童回归家庭。 项目为期 3 年，将通
过课程开发、实地指导、跟岗培训、线上
督导等形式，为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
提供全方位指导与服务。 同时，聚焦儿
童安置服务，开展以社工为主导、“儿童
最佳安置” 为目标的专业服务模式，满
足儿童回归家庭的根本需求。

近年来，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社工服

务社通过专业社工全方位介入孤弃儿
童在院生活，为儿童提供标准化、多样
化、家园化的服务。 目前，该院共有 38
名持证社工，社工工作形成“1+4+5”的
服务格局，即“社工服务社”1 个服务基
地，“养育、治疗、教育 、康复 ”4 大服务
领域，“安置评估、志愿服务、学生管理、
务工联访、就业保障”5 项服务内容。

安庆市社会福利院坚持 “儿童利益
最大化”原则，积极践行儿童权利理念，
着力构建统一、标准、规范的社会工作专
业服务模式，推动养育、医疗、教育、康复、
社会工作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目前，“养—
治—康—教” 一体化的儿童康教体系已
成为该院儿童抚育发展的特色。 该院将
以推进“童心同护”项目的落地为契机，推
动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
质量发展。

安理大蝉联科创赛“优胜杯”
本报讯（记者 柏松 通讯员 程刚）

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日前在四川大学落下
帷幕，安徽理工大学以安徽省总分第一
名的成绩蝉联全国“优胜杯”，为全省唯
一获得“优胜杯”的高校，并荣获“挑战
杯”优秀组织奖称号，成为下一届“挑战
杯”发起高校。

“挑战杯”被称为当代大学生科技
创新的“奥林匹克”盛会。本届“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共
有 2500 多所高校的 2.2 万件作品参与
复赛和终审决赛两个阶段角逐。

安徽理工大学始终将 “挑战杯”放

在学生科创赛事中最为突出的位置，激
发青年学子的科创热情。本届“挑战杯”
大赛中， 安徽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综掘工作面迈步式掘锚支协同机器
人》、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胶体泡沫智
能化防灭火系统》、土木建筑学院《“绿
水清风革命”———基于新风量和水泵转
速分段控制的中央空调节能系统》、人
工智能学院《冷凝器清洗机器人 》等 4
件作品获二等奖，矿业工程学院《云控
制智能空气净化系统》、 机械工程学院
和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煤矿井下六
足自主巡检搜救机器人》2 件作品获三
等奖。

蚌医一附院心脑血管中心项目开建
本报讯 （记者 孙言梅）4月16日，蚌

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脑血管中心项
目在蚌埠市龙子湖区开建。 该项目占地
面积约268亩， 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
米，总投资约25亿元，规划床位2000张。

蚌医一附院是皖北地区规模较大
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保健
和急救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也是
国家首批三级甲等医院。作为省级医疗
中心，近年来，该医院坚持“科教兴院”
战略，不断加强学科建设，拥有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普外科、骨科等 3 个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和骨科、 肿瘤放疗
科、 胸外科等 12 个安徽省临床医学重
点专科，建成安徽省首个肺癌综合诊疗
中心、骨关节病诊疗中心。

蚌医一附院心脑血管中心项目由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项
目建成后将在改善蚌医一附院医疗条
件、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整体服务
能力、保障蚌埠市乃至全省人民群众健
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上月新房价格合肥下跌蚌埠上涨
本报讯（记者 何珂）4 月 15 日 ，国

家统计局发布了 3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合肥市 、
安庆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
有所下跌，蚌埠市环比略涨。

根据统计，70 个大中城市中， 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城市个数减少，
同比下降城市个数增加。其中，新建商品
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城市
分别有 38 个和 45 个， 比上月分别减少
2 个和 12 个。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城市分别有 29 个和
47 个，比上月分别增加 5 个和 8 个。

我省合肥市 、蚌埠市 、安庆市被纳
入统计。 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来
看， 合肥市环比下跌 0.4%、 同比上涨
0.1%；蚌埠市环比上涨 0.2%、同比上涨
0.3%；安庆市环比下跌 0.6%、同比下跌
2.1%。 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来看，合肥
市环比下跌 0.2%、同比下跌 0.5%；蚌埠
市环比下跌 0.3%、同比下跌 0.1%；安庆
市环比下跌 0.8%、同比下跌 5.2%。

方便群众出行 提高核验效率

安康码行程码“二码合一”
本报讯（记者 朱茜）记者日前从省

数据资源管理局获悉，为方便群众出行，
提高扫码核验效率， 安康码和行程码功
能已优化升级，安康码、行程码实现“二
码合一”。 群众进出公共场所只需扫一次
“场所码”，就能完成安康码、行程码双重
核验。

近期， 国内多地出现局部疫情，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 我省多地升级疫情防
控措施，群众进出公共场所需进行“二
码”（安康码、行程码）联查。 据了解，此
次安康码、行程码实现“二码合一”优化
升级后，体现两大便捷查验亮点：一是

通过安康码页面可以直接核验通信大
数据行程卡， 并显示前 14 天内曾到访
城市、是否带星号等详细信息；二是核
验行程码时， 无需重复输入验证码，方
便又快捷。

省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群众在安康码亮码页面或核验结
果页面， 点击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服务，
将自动跳转到行程卡查询页面。首次查
询需输入手机号码并获取验证码，查询
近 14 天内到访的城市信息， 再次查询
勾选授权信息即可直接查询结果，无需
重复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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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出台购房优惠政策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俞

晓萌 ） 日前 ， 淮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市财政局与中国人民银行淮北市
中心支行及淮北银保监分局联合印发
《关于淮北市购房优惠政策的实施意
见》，对本市及外地居民或企业在该市
城区购房给予财政奖励 、 信贷支持和
补贴等优惠。

根据意见 ，淮北本市 、外地居民或
者企业在该市城区购房的，享受财政奖
励、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和开发企业补贴

等优惠政策。 其中，个人或家庭购买首
套新建商品住房的，给予 600 元/平方米
财政奖励（最高不超过 6 万元 ）；个人 、
家庭或者企业购买新建非住宅商品房
的，给予 150 元/平方米财政奖励（最高
不超过 3 万元）。

据悉， 享受以上优惠政策的购房时
间，以房屋买卖合同在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登记备案时间为准，2022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4 日完成合同网签， 并于 2022 年 4
月 30日至 5月 13日完成合同备案。

▲ 4 月 17 日，合肥市经开区，安徽绿海商务学院工作人员在进行区域核酸检
测演练。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合合肥肥实实战战演演练练突突发发疫疫情情应应急急处处置置
本报讯 （记者 许根宏 许蓓蓓）4

月 17 日下午 ， 一场代号为 “雨前行
动—2022” 的合肥市突发疫情应急处
置实战演练在肥举行。

此次演练采取“上导下演、全市同
步”的方式组织实施，按照区域静态管
理、区域核酸检测、阳性结果处置、生活
物资供应保障 4 个科目进行，演练时长
约 5 小时。演练重点针对闭环管理状态
下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全流程排
演和详细处置。 演练中，各个县区负责

人上报流调溯源和轨迹排查情况，交通
道口、建筑领域、社区管控、校园管控等
工作专班详细报告相应领域的疫情防
控方案和具体情况，火车站、新桥机场、
合肥百大、周谷堆等重点单位的负责人
逐一对保障情况进行介绍。

此次演练， 检验了合肥市各级各
部门“提级指挥、社会动员、资源调度、
区域封控、核酸检测 、流调溯源 、转运
隔离、物资保障”等各环节应急响应能
力和突发疫情处置水平。

高效“招引” 汇聚工业发展强大动能
（上接 1 版）

投资“助攻”、基金助
力，产业生态“活”起来

春夏之交，天气和煦。 位于马鞍山
市的中联重科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项
目，近日完成土地平整，即将进入厂房
建设阶段。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 60 亿元，
由省“三重一创”产业发展基金、马鞍山
市地方国资平台公司及市场化投资机
构基石资本共同组建的智能制造基金，
通过投资招引中联重科整体迁建桩机

业务，为马鞍山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
注入新动能。

“基金+产业”“基金+基地”，已成为
我省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的
有效打法。 近年来，我省设立“三重一
创”产业发展基金、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基金等母基金，由省投资集团
委托其子公司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公
司管理。

“母基金通过设立子基金、直接股

权投资等方式进行投资， 发挥国有资
本引导作用， 带动社会资本投入新兴
产业、助力‘双招双引’。 ”省高新投基
金运营部负责人介绍。

以 “三重一创” 产业发展基金为
例，目前已设立 16 只子基金，投资项
目 152 个， 投资金额 141.84 亿元；母
基金直投项目 16 个， 投资金额 86.9
亿元。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基金管理
方加强与企业、行业智库、龙头企业等

互动联动， 截至目前已累计投资相关
产业项目 29 个，投资金额 32.8 亿元。

按照省政府统一部署，今年，我省
还将推动设立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主题
母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
学决策、专业管理、防范风险”原则，重
点投向工业机器人及增材制造、现代工
程机械、智能成套装备、轨道交通装备、
航空航天装备、高端数控机床、高端医
疗装备等 7 个产业。 用市场的逻辑谋
事、用资本的力量干事，安徽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发展将注入更大活力，激发更
强劲的动能。

描绘幸福生活新画卷
（上接 1 版）盘活山场、林地、耕地、水
面等资源，采取租赁、承包、股份合作
等方式统一开发利用， 枞阳县麒麟镇
岱鳌村增加了村集体的资源开发收入
和经营性服务收入。几年工夫，该村白
茶种植、黄牛及枞阳媒鸭养殖、花卉苗
木等产业兴旺起来。

产业拔节，富民兴村。 目前，枞阳
县已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33 家、
家庭农场 1454 个、 农民专业合作社
681 个，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2172 名，
创建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
基地 5 个，“三品一标” 农产品总数达
101 个。 枞阳县“六大万千工程”入选
全国产业扶贫典型案例。

建链强链 工业兴县迈新步
走进位于枞阳县经开区的安徽金

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块
沉甸甸的铝锭，经过机器精密加工，转
眼变为厚度仅 0.01 毫米的铝箔。 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章振邦告诉记者， 该公
司空调铝箔和动力电池铝箔达到年产
30 万吨的生产能力，其中空调铝箔为
知名企业配套， 市场占有量位居全国
前列。

依托金誉公司等龙头企业，枞阳县

用 5 年时间集聚了 22 家铝制品上下游
企业，培育出枞阳县经开区铝基新材料
产业园、金誉铝基新材料产业园，形成
铝制品完整产业链。 2021年，枞阳县铝
基新材料实现产值 40.5 亿元。

位于枞阳县横埠工业园的铜陵
万华禾香板业有限公司制板车间 ，
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 。 机
器轰鸣声中 ， 一张张散发着秸秆芳
香的板材从传输带运送出来 ， 由自
动化设备码放整齐 ， 之后再由工人
驾驶叉车运走。

同时，枞阳县立足资源优势，通过
招引铜陵万华禾香板业有限公司，打
造枞阳万华秸秆综合利用生态产业
园。 随后，欧蒂尼定制家居、立太智能
装备公司 2019 年落户枞阳县；总投资
25 亿元的“司空新家装高端智能制造
产业园”项目积极推进。 2021 年，枞阳
县绿色家居制造实现产值 5.86 亿元。

枞阳县聚焦“产业链”，打通“要素
链”，将铝基新材料、秸秆综合利用及
家居制造列为该县“双首位”产业，打
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截至去年底，全
县已有规上工业企业 124 家、 战略性
新兴产业企业 23 家、 高新技术企业
27 家。

靠前送服务 项目落地快
（上接 1 版）

结合“新春访万企、助力解难题”活动，怀远
县认真解决企业反映的诉求， 截至目前已办结
99个。与此同时，25名县四大班子领导、174名县
直部门负责同志、90 名乡镇干部挂点联系县内
“四上”企业，坚持每月走访联系，及时收集、办理

企业反映的问题，扎实开展企业帮扶工作。
“我们紧盯在手项目，通过常态化、清单式

调度推进，强化招商项目签约落地、开工建设、
投产达效全过程管理，形成洽谈一批、签约一
批、 开工一批、 竣工一批的项目梯次推进格
局。 ”葛翔龙告诉记者。

“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来越甜”
（上接 1 版）

习近平总书记到村里的消息迅速传开，村
民们聚集到村口，齐声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
总书记同乡亲们握手，向乡亲们拜年。 他对乡
亲们说，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
将继续大力支持老区发展，让乡亲们日子越过
越好。

左秀发心声
我今年 71 岁，一晃眼六年过去了，但是当

时的情景还在眼前。
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给了我们很大的信

心。 有政府的帮助，我们神山村人也有股不服
输的劲，建起了黄桃基地、茶叶基地、游客服务
中心、停车场、旅游公厕……原来窄窄的进山
路拓宽到 5 米。 几年前，这里除了拖毛竹的货

车，没人愿来，转眼间，现在每天来的游客比村
里人都多。

总书记来后第二年，不仅是村里，整个井
冈山都脱了贫，电视上说我们是全国首个脱贫
摘帽县。 越来越多的人家门口，停放着小汽车。
家里的变化也很大。 房子也改建了，之前黑乎
乎，现在亮堂堂，家里就有了水厕。 拧一下水龙
头，自来水哗啦啦地就流出来了。

村子里人气越来越旺，我就打电话给在外
打工的儿子，让他回村发展。 如今，靠打理家里
的糍粑生意、做些竹木工艺品，他一年能挣 10
多万元，比在外面打工强。

我想把这些年的变化告诉总书记，现在是
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来越甜。 之前神仙都没
有办法改变的穷山沟，现在过上了神仙日子。

（新华社南昌 4 月 17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