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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资讯·旅游

日前， 安徽迎驾集团正式推出全新天然
饮用水品牌———迎驾山泉。致力于做“中国好
水搬运工” 的迎驾山泉， 始终坚持水源地建
厂、罐装，确保每滴迎驾山泉都来自大别山茫
茫大竹海， 更致力于水源地保护， 为消费者
“搬运”真正的好水，以此打造中国好水品牌。

好水“搬运工”
迎驾山泉天然、健康、纯净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 中国饮用水
市场正在迎来新的发展与升级。 我国包装水
市场规模已突破 2000 亿元。 而在全球各大品
牌水企抢占市场的态势之下， 消费者对于好
水的需求量逐渐加大。

在此背景下，迎驾山泉顺势而生。
迎驾山泉来自大别山主峰白马尖下

的霍山县 ，并经 60 余万亩的竹海层层过
滤 。 得益于这种先天性优势 ，迎驾山泉水
体晶莹剔透 、水质清冽甘甜 ，是优质竹根
下流淌的天然山泉水 。

迎驾山泉的水源地佛子岭水库， 于 2018
年成功入选中国好水优秀水源地， 经过 111
项水质指标的 3 次严苛检测， 迎驾山泉达到
中国好水的四好标准：水质好、资源好、生态
好、保护好。

正因此 ，迎驾山泉才清冽甘甜 ，泡茶茶
香、煲汤汤鲜、煮饭饭软、酿酒酒美。

为确保每滴迎驾山泉天然、健康、纯净，
迎驾山泉坚持水源地建厂 、水源地罐装 ，是
国内首批荣获国家 “绿色食品 ”认证的水品
牌。 迎驾山泉对于水源地的坚持，将减少水
源中途运输、流转的过程，对于消费者而言，
打开一瓶迎驾山泉就能切实饮用到佛子岭
水库的优质好水，足不出户就能感受中国好
水的品质。

打造中国好水品牌

致力“日常饮用首选”

更好的水源、更优的水质是迎驾山泉始
终的坚持。

迎驾山泉的优势在于含偏硅酸、锶、钙、
镁、 钾、 钠等二十余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
素，Ph 值在 7.5 左右，呈天然弱碱性。

此次登场亮相的迎驾山泉 ， 是迎驾集
团在饮料行业推出的战略性品牌 。 迎驾山

泉将以 “中国好水搬运工 ”为己任 ，秉承让
每一个人都知道 、买到 、信任迎驾山泉的
产品这一愿景 ，为消费者带来有助于身体
健康的优质好水 ，从而推进更多消费者认
可迎驾山泉 ，日常饮用首选迎驾山泉 。

迎驾山泉 为消费者“搬运”大别山天然好水

迎驾山泉。

迎驾山泉水源地。

▲

▲

回迁居民住上“幸福居”
■ 本报通讯员 杜静 张琦

本报记者 许蓓蓓

4月 6日，记者来到合肥市包河区当涂
路与万岗路交叉口的珠光南苑 （东区），小
区内草木郁郁葱葱，地面干净整洁。

该小区是包河区淝河镇贾大郢社区
第一个回迁安置小区， 共 16 栋 640 户。
不久前 ，包括珠光南苑 （东区 ），包河苑
A、C、E 区，桐楠华苑在内，包河区共有 5
个住宅小区完成老旧小区改造并通过工
程验收，惠及 3135 户居民。

“经过这次改造，咱小区环境提高了
好几个档次。”57 岁的贾贤凤正在小区健
身广场上锻炼，她是珠光南苑（东区）第
一批回迁居民。

“以前小区道路坑坑洼洼，下水道经
常堵塞。 ”贾大郢社区党委委员许扬告诉
记者，由于小区建设年代较久，加上后期
管护不到位，小区停车难、环境卫生差、
下水道堵塞三大问题突出。

针对居民关切，去年 8月底，包河区对
珠光南苑（东区）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包河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贾大郢社区与设计施工

团队经过多轮协商，利用小区闲置空地新建
一处停车场， 并在小区内部重新施划停车
位，共新增 70余个停车位。 在停车管理上，
统一取消居民私设的地锁，规范管理，提升
车位使用率，极大缓解了小区停车难。

此次改造还对楼道、 绿化带等进行
“美容提升”， 并利用 QV 管道检测技术，
对小区内管道病害问题统一检测维修。
同时，结合智慧平安小区建设，珠光南苑
（东区） 新增监控布点等安防技防措施，
提升了小区安全性。

老旧小区改造，“里子”和“面子”同

样重要。 “下一步，我们的管理服务水平
也要跟上去。 ”贾大郢社区党委书记、社
居委主任沈永芝表示， 社区将引进一家
有经验的正规物业公司进驻， 同时利用
小区闲置空间增设党群服务站， 扩大居
民活动空间，充分发挥小区党支部、楼栋
党小组等自治力量，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2022 年，包河区将改造 25 个老旧小
区，总建筑面积 128.47 万平方米，整治内
容包括雨污分流、屋面防水、道路整修、
增设安防设备等。 随着改造工作的铺开，
1.3 万户群众的生活环境将大为改善。

鱼苗场成了“聚宝盆”
■ 本报记者 张敬波

本报通讯员 沈佳

4 月 14 日上午，广德市杨滩镇金阳
村汪老二鱼苗养殖场内， 身着防水连体
裤的养殖户们忙着捕捞鱼苗，同时，几辆
水产品运输车鱼贯而出， 满载鱼苗为客
户送货。

“春天正是鱼苗销售旺季，这些天一
直忙着捕捞。 ”鱼苗场负责人汪运来告诉

记者，今年最新一批四大家鱼（青鱼、鲢
鱼、鳙鱼、草鱼）由于生长快、产量高、肉
质鲜美，成了养殖户们的抢手货，当天捕
捞的鱼苗都已被预订一空。

汪运来说， 他的鱼苗养殖场现有鱼
池 53 亩，年产 10.8 万尾鱼苗、鱼种，为周
边数个县（市、区）水产养殖、鱼类人工增
殖养殖户提供四大家鱼、鲤鱼、鲫鱼、翘
嘴鱼等优质鱼苗。

4 月份是养殖户投放鱼苗的高峰

期，杨滩镇水质优，鱼苗品质好、易成活，
周边各地的养殖户纷纷前来购买。

“现在是销售旺季，不仅要为鱼儿备
足‘春粮’，还要做好水塘消毒工作，当好
‘鱼医生’，增强鱼苗的抗病能力，减少病
害发生。 ”杨滩镇畜牧站站长陈明喜告诉
记者，他们会定期上门开展清塘消毒、鱼
病防治等农技推广工作， 解除养殖户的
后顾之忧。

现在，鱼苗场成了当地农民发家致

富的“聚宝盆”。 自 1982 年开办以来，经
过数十年摸爬滚打，鱼苗场已发展成为
集鱼苗繁养 、成鱼养殖与销售 、渔业生
产技术咨询与服务为一体的现代综合
型渔场。

“去年，政府为群众办实事，对村里很
多堰塘都进行了清淤维护， 今年鱼苗需求
量比往年更大。 ”汪运来告诉记者，国家惠
农政策好，养殖户积极性也高，鱼苗场实行
统一进苗、统一饲料、统一用药、统一技术
指导，每年销售鱼苗超过 5万公斤，利润近
100万元，带动大家共同增收致富。

“杨滩镇利用生态优势发展原生态养
殖，引导养殖户科学投放、生态种养，涌现
出水产养殖户 40 余户，养殖面积 1400 余
亩，有力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 ”杨滩镇
农服中心主任涂维东告诉记者。

“暖心大妈”送热水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吴开源 孙庆玲

这些天，天长市 2.5 万多名志愿
者坚守在各个防疫卡口，保障全市静
态管理。在他们中间，有一位 60 多岁
的大妈，脚踏三轮车，车上摆满各色
暖水瓶，穿梭于各个防疫卡口，给志
愿者送热水。 她一天来回五六趟，骑
行十几公里，送热水 60 多瓶。

大妈叫刘月香，是天长市一名退
休工人。 自 4 月 11 日 6 时天长市实
行静态管理开始，她每天 5 时许就起
床忙活，用家里的热水壶、电磁炉烧
水，将水瓶装满后，蹬着车送往各个
卡口。

“我每次值勤都能看到大妈来送
水，一天两三趟。我们没有水瓶，她就
给我们放一瓶。这样，我们喝水、泡面
就有热水了。 每次远远地看着她来 ,
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暖流。 ”志愿者顾
文萍对记者说。

时间长了，大家都亲切地称刘月
香为“暖心大妈”。

送水的暖心事 ， 刘月香早在
2020年疫情期间就开始做了。每天坚
持、风雨无阻，那一年参加卡口值勤
的志愿者心里就已留下一抹温暖的
阳光。

“看到志愿者每天穿着防护服，站
几个小时，真的很辛苦。我烧点开水送
给他们， 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一点小
事。能做这些事情，我也很开心。”刘月
香说。

刘月香一直是热心人，不论是社
区活动需要帮忙，还是生活中遇到需
要帮助的人，她都主动伸出援手。 现
在，她还加入公益志愿者协会，轮班
参加卡口值勤。 当然，一有时间她就
赶紧给卡口志愿者送热水。

义务教育教学内容与方式将迎重要变化

据新华社电（记者 胡浩）记者４
月21日从教育部了解到，已实施多年
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修
订完成，将于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执
行。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语
文等16个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教
与学的内容、方式等进行改革，注重
对实际问题的有效回应，强调加强学
段衔接。

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慧生介绍，
现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已分别实施了 20 年和 10 年以上，存
在一些与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的
地方， 如学段纵向有机衔接不够，课
程实施要求不够明确等。

他介绍，新修订的课程方案整合
小学原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和初
中原思想品德为“道德与法治”，进行

九年一体化设计； 改革艺术课程设
置，一至七年级以音乐、美术为主线，
融入舞蹈、戏剧、影视等内容，八至九
年级分项选择开设；科学、综合实践
活动开设起始年级提前至一年级；劳
动、信息科技及其所占课时从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

在课程标准方面，修订完善过程
中优化了课程内容结构，研制了学业
质量标准， 增强了指导性和学段衔
接。新课标细化了评价与考试命题建
议，注重实现教、学、考的一致性，增
加了教学、评价案例，不仅明确了“为
什么教”“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
而且强化了“怎么教”的具体指导。注
重“幼小衔接”，合理设计小学一至二
年级课程，注重活动化、游戏化、生活
化的学习设计。

“挑战杯”竞赛我省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 殷骁）4 月 21 日，

记者从团省委了解到，第十七届“挑
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近日闭幕，团省委获得全国专项
赛省级优秀组织奖。

由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等
部门主办的本届大赛启动以来，我省
9 所高校的 18 件作品入围全国终审
决赛， 主体赛共获得特等奖 1 项、一
等奖 2 项 、二等奖 15 项 、三等奖 28
项。专项赛中，我省获一等奖 5 项、二
等奖 6 项、三等奖 12 项；揭榜挂帅专
项获特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黑科
技专项获“星系”级 2 项、“恒星”级 3
项、“行星”级 9 项、“卫星”级 11 项。

主体赛中，安徽理工大学获全国

赛“优胜杯”；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工
业大学和安徽理工大学获全国主体
赛校级优秀组织奖；安徽农业大学和
安庆师范大学获进步显著奖。安徽大
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
徽工程大学、安庆师范大学、蚌埠医
学院、皖南医学院等 7 所高校获全国
专项赛校级优秀组织奖。

据介绍， 本届竞赛着重深化赛事
改革， 首次举办大学生科技创新网络
主题直播活动， 吸引了 600万人次在
线交流。 为增强赛事作品传播度、学生
参与度和育人深入度， 大赛还将组织
“挑战杯”作品“云逛展”、特等奖学生讲
实践、 优秀代表项目展示等系列线上
成果对接推介和优秀作品展演活动。

淮北出台 22条举措助企纾困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针对近期

工业和服务业领域中小微企业与个
体工商户物流受阻、成本上涨、资金
紧张等问题，淮北市精准决策、快速
出招，于近日出台《淮北市应对新冠
疫情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
困解难若干措施》， 共 22 条举措，帮
助企业纾困解难。

这22条举措主要涉及保企业运
转、减企业负担、助企业转型、稳企业
用工4个方面。“保企业运转是22条举
措的重点发力方向， 我们从物流、生
产要素、资金、市场需求、企业防疫、
个体工商户发展等6个方面发力。 ”
淮北市政府副秘书长彭树强说，就建
立企业运输物流保障机制而言，淮北
市各县区、 园区分别成立工作专班，

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合力保障物流
运输畅通， 帮助企业稳定产业链、供
应链。

围绕减企业负担，22条举措不仅
落实好税收政策，还提出涉企收费“两
减免一缓交”，即：减免房屋租金，对承
租淮北市国有企业经营性用房或产权
为行政性事业单位房产的中小微企
业，延续免收房屋租金至上半年底，鼓
励非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业主为中
小微企业减免租金；减免检测费用，年
内对个体工商户送检的计量器具、食
品等样品、安全阀，检验检测费用全部
减免或给予优惠；缓交医保费，对受疫
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确实无力足额
缴纳医疗保险费的中小微企业及个体
工商户，阶段性实行“延期办”。

铜陵专项整治药品经营使用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彬 孙照柱）
为切实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日前，铜
陵市启动药品经营和使用环节专项
整治行动。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到今
年 11 月。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聚焦特
殊管理药品、医保高值药品、国家集
采中选药品、贵细中药饮片、抗癌药、
医疗美容用药品、 疫情防控药品、网
络销售药品等重点品种；近年来涉及
投诉举报数量较多、既往监督检查发
现问题较多的重点药品经营企业和
使用单位；医疗机构周边、城乡接合
部、农村偏远地区等重点区域，采取

皖南片区跨市区协同检查的方式，严
厉打击伪造资质证明文件或票据购
销药品，以及为他人违法经营药品提
供场所、资质证明文件、票据，网络异
常销售药品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规
范药品经营和使用行为。

该市市场监管局将与卫健、医保
部门协作联动，广泛开展全市医保定
点零售药店专项检查、医疗机构联合
监督检查等，对违法违规企业加大曝
光力度，探索实施联合惩戒，形成强
大震慑，督促药品经营企业和使用单
位加强行业自律、主动落实药品安全
主体责任。

4月 20日，阜阳市颍东区新华城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用画笔描绘的地球形象。在第 53个世界地球日（4月 22日）到来之际，该幼儿园开
展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幼儿从小爱护地球，保护环境。 本报通讯员 吴世杰 李磊 摄

爱护地球 从小做起

石台举办茶叶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 徐建 阮孟玥）4 月 18 日，

“第十九届安徽·石台茶叶节”开幕式在石台
县小河镇尧田岗茶园举行。“中国生态硒都”
“中国富硒第一村”授牌仪式，由国家功能农
业科技创新联盟进行“云授牌”。

以“富硒负氧原生态·好山好水石台茶”

为主题的本届茶叶节，将开展石台硒茶文化
主题产品包装设计大赛、石台硒茶“茶商进
茶乡”等系列活动。

据了解，茶产业是石台县的农业主导产
业和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柱。全县茶园总面积
12.3 万亩，产量 5610 吨，硒茶产业综合产值

近 10 亿元。 “石台富硒茶”被中国品牌建设
促进会品牌价值评选估值 11.65 亿元。

石台县本着以旅兴茶、以茶促旅的发展
理念，通过举办茶叶节等线上线下“旅游+”
活动，全方位展示石台富硒产品、地方特色
茶文化，树立“中国生态硒都”品牌形象。

该县深挖“富硒、负氧”优势资源，加快
打造一批如矶滩天方慢庄小镇、大演硒茶小
镇等集观光体验、休闲康养、文化普及为一
体的多功能旅游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