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菜市行动方案》提出，针对我省菜市中不同程度存在的“臭烘烘、湿漉漉、黑乎乎、乱糟糟”等突出问题，
开展菜市集中整治和改造提升，到 2025年，全省所有菜市达到“干净卫生、清洁明亮、管理有序”的文明菜市要求。

其中，2022 年，制定文明菜市行动工作指引，现有存量不达标菜市的 40%完成整治和改造提升，新建菜市
按照文明菜市要求建设。 2023 年，现有存量不达标菜市全部完成整治和改造提升，2024—2025 年，巩固整治和
改造提升效果，形成文明菜市建设管理长效机制。

《老有所学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全省老年学校新增学习人数 290 万人左右(其中线
下学习 255 万人左右)， 参与学习教育活动的老年人由 2021 年的 140 万人达到 430 万人左右
（线下学习 330 万人左右)，占常住老年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 30%以上，覆盖省、市、县、乡、村五
级老年教育体系的服务网络基本建成。

其中，2022 年，全省老年学校新增学习人数 30 万人左右（线下学习 25 万人左右），参与学
习教育活动的老年人达到 170 万人左右（线下学习 100 万人左右）。

到 2023 年，全省老年学校新增学习人数 110 万人左右(线下学习 95 万人左右)，参与学习
教育活动的老年人达到 250 万人左右（线下学习 170 万人左右）。

完善服务 老有所学有去处

■ 本报记者 汪国梁

喧闹的菜市场是城市最具 “烟火
气” 的所在， 提供着人们每日生活所
需。 小菜市连着大民生。 《文明菜市行
动方案》聚焦菜市建设管理，提出了明
确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政策措施。

聚焦环境痼疾

全面整治改造

一提到菜市场， 许多人脑海中浮
现出的画面，都是琳琅满目的菜品、嘈
杂的环境， 以及一到下雨天就潮湿甚
至污水横流的地面。 事实上，近年来，
我省各地推动菜市场改造提升， 菜市
环境已有所改善。

近日， 记者走进合肥经开区海恒
菜市场，只见这里空间明亮宽敞，摊位
按类划分，公共服务设施比较齐全。 门
口的大屏幕上， 可以查询到市场摊位
分布、 农残检测结果、 推荐菜谱等信
息。 各个摊位前也悬挂着电子屏，显示
营业执照、客户评价、收款码、今日菜
价等信息。 “在这里逛菜市就像逛超
市。 ”有顾客这样评价。

菜市场既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
的窗口，也是衡量民生改善情况的标
尺。 尽管随着城市建设管理水平的提
升 ，部分菜市场环境得到改善 ，但总
体而言，“臭烘烘、湿漉漉、黑乎乎、乱

糟糟” 等突出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 。
《文明菜市行动方案》针对上述问题 ，
部署开展菜市集中整治和改造提升 ，
并设定了文明菜市建设的总体目标
和阶段目标。

到 2025 年， 全省所有菜市都要达
到“干净卫生、清洁明亮、管理有序”的
文明菜市要求。 分阶段看，今年我省将
制定文明菜市行动工作指引， 现有存
量不达标菜市的 40%完成整治和改造
提升， 新建菜市按照文明菜市要求建
设。 2023 年，现有存量不达标菜市全部
完成整治和改造提升。 2024—2025 年，
巩固整治和改造提升效果， 形成文明
菜市建设管理长效机制。

坚持“软硬”并重
营造良好环境

“菜市场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把
菜市场搞好，生活便利了、舒适了 ，群
众自然感到暖心。 ”省商务厅市场体系
建设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文明菜
市行动方案》，文明菜市建设将重点采
取改造硬件设施、加强卫生保洁、规范
秩序管理三方面措施。

硬件设施方面， 通过完善通风设
施、健全排水系统、完善服务设施 ，进
一步补齐菜市硬件设施短板， 夯实解
决“四乱”问题的基础。 以通风和排水
为例，对通风条件不良的菜市，指导其

按要求设置与建筑面积相匹配的排风
设施，保持设备正常运行和通风量，实
现经营场所空气流通顺畅。 需要实施
温控的食品专间须配置相应的通风及
温控设施。 宰杀间、现场食品加工间内
应配备独立的通风换气装置。 指导改
造完善菜市排水排污设施， 合理布局
沉井式暗渠（安管）排水系统 ，排水改
造按照雨污分流原则进行设计、改造，
做到渠道通畅。

卫生保洁方面， 通过规范垃圾处
理、加强清洗消杀和厕所保洁，进一步
营造良好卫生环境， 提升菜市整体形
象。 指导菜市落实垃圾分类要求，配置
垃圾储运设施，建立定时收集、集中存
放、及时转运制度。 督促菜市建立定时
清扫保洁制度，定期进行环境消杀、疏
通下水道系统， 并严格落实雨污分流
要求，保持地面干净、市场外立面和内
墙整洁，防止污水外溢，常态化处理地
面积水，合理配备吹干机等设备，保持
地面干燥。 督促菜市加大菜市内公共
厕所保洁力度， 高峰时段加密保洁频
次，勤刷、勤冲、勤洗，消除异味。

秩序管理方面， 通过推行划行归
市、规范停车管理、引导文明经营 、加
强市场监管等措施， 进一步形成菜市
长效管理机制， 全面提升菜市管理水
平。 规范菜市交易区和功能区科学布
局，合理设置蔬果、肉类、水产品、干货
等交易区，面食和净菜等加工区，农户
自产自销区，辅助生产区，公共服务区

等。加强规范菜市
车辆停放 ，合理设
置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停放区域和泊位。
严格落实经营户 “门
前三包 ”责任制 ，推动
垃圾袋装化 ， 保持摊位
（店面）干净、整洁。 加强日
常监管执法，严厉查处违法经
营行为。 发挥专业机构、新闻媒
体、消费者等作用,运用群众满意度
测评、第三方监督等手段，完善管理评
价体系， 营造菜市诚信文明经营良好
环境。

加强要素保障

推进建管结合

在柴米油盐里，写好民生大文章。
让人间烟火气，凝聚文明新风尚。 围绕
文明菜市行动， 省市县各级都将从政
策层面给予有力支持， 加大要素保障
力度。

我省现有城区菜市 886 个，约 400
个未达到文明菜市标准。 省级层面侧
重确定目标、出台指引、激励达标 、督
促落实， 统筹中央服务业发展专项资
金和省级商贸流通业发展专项资金 ，
重点支持城区未达标菜市完善硬件设
施 ； 达到标准的按照改造投资额的
30%、最高可达 30 万元（新建的最高可

达 50 万元）的标准给予奖补。
全省现有乡镇菜市 1593 个 ，约

1100 个未达标。 各市、县（市、区）政府
将制定具体措施，出台支持政策，配合
省级层面做好城区菜市整治和改造提
升， 同时做好本辖区所有未达标乡镇
菜市整治和改造提升。

要素保障方面， 各地将菜市整治
和改造提升与城市更新、 老旧小区改
造、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圈打造、
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机结合， 结合本
地实际， 在用地用水用电用气等方面
给予政策倾斜。 按照“谁主办、谁经营、
谁负责”原则，落实属地责任和主体责
任，强化菜市日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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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琳琳 陈婉婉

� �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不仅
要让银发一族“老有所养”，还要让他
们“老有所学”，提升晚年生活质量。
我省近日发布的 《老有所学行动方
案》明确，到 2025 年，参与学习教育
活动的老年人由 2021 年的 140 万
人达到 430 万人左右 （线下学习
330 万人左右)， 占常住老年人口总
数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覆盖省 、
市、县、乡 、村五级老年教育体系的
服务网络基本建成。

一边需求旺盛

一边“一座难求”

随着老龄人口迅速增加和生活水
平不断提升，老年人接受再教育的需求
日益旺盛 。 去年 ，《安徽省老年教育条
例》实施，要求各地坚持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 、社会参与 、面向基层 、因地制宜 、
按需施教的原则， 推动老年教育多元、

特色发展。
近年来， 我省老年教育公益

普惠性显著增加，办学体系向基层
延伸。 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
我省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146.9 万人，

占人口总量的 18.79%。截至目前，全省各
类老年大学（学校）5772 所，全省老年学
员累计 110.1 万人。

由于历史原因， 我省老年大学存在
办学规模较小、场地有限等“先天”不足。
不少老年大学“一座难求”，反映了全省
老年教育有效供给不足。 一些地方老年
教育基础薄弱，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均
衡等问题比较明显。 同时，各地老年大学
往往由多部门分散管理， 没有统一的老
年教育管理和考核标准， 导致办学质量
受到一定影响。

为满足老年人接受再教育的需求，
《老有所学行动方案》提出，2022 年，全省
老年学校新增学习人数 30 万人左右（线
下学习 25 万人左右）， 参与学习教育活
动的老年人达到 170 万人左右 （线下学
习 100 万人左右）。 到 2023 年，全省老年
学校新增学习人数 110 万人左右(线下学
习 95 万人左右)，参与学习教育活动的老
年人达到 250 万人左右 （线下学习 170
万人左右）。

场所扩容增量

教学提质增效

为扎实推进“老有所学”暖心行动，
我省推出一项项真招实措。

整合盘活现有办公用房、 中职学校、
中小学校舍、文化馆（站）、老年活动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等各类存量设施资源，改造

建设成为老年学校办学场所。依托现有的
市、县（市、区）老年大学、老年开放大学和
乡镇（街道）、社区老年学校，挖掘办学潜
力，扩大办学场所，扩充办学容量。 2022
年底前，所有省属公办高校利用现有设施
资源举办老年大学，鼓励有条件的国有企
事业单位、社会力量举办或参与举办老年
学校。此外，为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便
捷化、 个性化学习需求， 我省将发挥省、
市、 县三级老年开放大学远程教育优势，
做大做强老年远程教育。

场所扩容增量， 教学内容也将提质
增效。 为此，我省将建设一支符合老年学
校办学需求、相对稳定、以兼职教师为主
体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制定老年教育课
程教学指南，遴选、整合、开发一批通用
课程、特色课程，重点开发建设一批体现
安徽特色的省级精品课程和优秀教材；
依托安徽开放大学， 改造升级省级老年
教育网络学习平台和省级老年教育资源
中心，各市、县(市、区)建立网络学习子平
台和资源分中心， 推进老年学校智慧校
园建设； 指导各地对照示范老年学校建
设标准，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创建一批
示范老年学校等。

“惠民利民”离不开政策支持。 接下
来， 我省将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
多元主体投入的经费保障机制。对改建的
公办市、县、乡、村四级老年学校，按财政
供给渠道一次性分别给予不少于 30 万
元、20 万元、10 万元、3 万元的改造建设
补助，其中，对脱贫县，省级财政按标准的
一半给予补助。 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采
取政府购买服务、 出租闲置的国有资产、
落实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措施，鼓励支
持社会力量依法依规举办老年学校。在强

化师资保障方面，方案提出，各级各类学
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要
积极支持老年教育，允许本单位职工(含
退休)在符合有关规定、不影响本职工作
的前提下，到老年学校兼职任教。

线上线下联动

提供更多资源

我省部署实施“老有所学”行动，是
以最大力度、 最实举措满足老年人终身
学习需求的重要决策。 办好老年教育，作
为提升老年人口素质、 开发老年人力资
源的重要途径，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实现教育现代化、 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
要举措 。

要让老有所学， 就要提供更多优质
教育资源。 线下，可以把闲置空余资源统
筹利用；线上，要利用好开放大学远程教
育的优势。

安徽开放大学党委书记、 校长郑汉
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老有所学”
行动的责任单位之一， 安徽开放大学将
聚焦重点工作任务， 建设好全省老年教
育网络学习平台和资源中心，指导市、县
开放大学建设网络学习子平台和资源分
中心；加强与省老年大学协会合作，发挥
全省老年大学和开放大学两大系统优
势，共同推进全省老年远程教育，推动优
质资源向乡镇（街道）、村（社区）延伸；充
分利用现有资源，挖掘办学潜力，大力举
办线下老年教育，扩大办学规模，努力满
足老年人“学得了、学得好”需求；办好安
徽老年教育研究院， 聚焦行动实施中的
问题和经验，深入开展调研、及时萃取亮
点、提供咨询服务。

文明菜市 烟火气中提颜值

▲▲ 合肥市绿怡居农贸市场。。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茛 宿州市埇桥区老年大

学里， 学员们在进行精彩
的艺术表演。 （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张成伍 摄

荩 铜陵市铜官区阳光

社区老年大学，老人们正
在教室里学唱歌曲。 （资
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潘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