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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在安徽和江苏检查指导防汛工作时强调

强化底线思维 严密防范应对
以扎实有效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国务委员、国
家防总总指挥王勇近日在安徽、 江苏检
查指导防汛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

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
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
灾，进一步抓实抓细防汛各项责任措施，
严密防御暴雨洪涝灾害， 全力确保安全
度汛。

在皖期间，省委书记郑栅洁，省委副
书记、 省长王清宪陪同检查指导或出席
有关活动。

近期南方地区强降雨多发， 防汛形
势日趋严峻。 6 月 1 日至 2 日，王勇先后
来到安徽铜陵 、芜湖的长江干堤 、城市
防洪工程和排涝泵站，江苏南京地铁枢
纽 、秦淮河堤防等地 ，详细检查长江流
域防汛及沿岸城市防洪排涝应急保障
工作。 他指出，当前已全面进入汛期，各
地务必高度警惕 、严阵以待 ，各级防汛
责任人要坚守岗位 、靠前指挥 ，周密部
署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牢牢守住重
大水旱灾害防线。

王勇强调，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按照
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进一步完善
防汛救灾指挥协调机制，强化气象预报

预警与应急响应衔接联动， 科学高效开
展防汛抢险救灾。 密切监测雨情汛情，
配足应急抢险力量物资， 提前做好排涝
泵站设备检修和江河湖泊薄弱堤段、山
洪地质灾害点、城镇低洼易涝点、地下空
间等巡查防护，突出抓好城市防涝、中小
河流防洪和各类水库、 尾矿库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 严格执行防汛应急预案，科
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 统筹做好防汛抗
旱工作。 加强汛期安全警示宣传， 及时
发布极端天气、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预警，
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细化人员转移避
险方案，切实做到应转尽转、应撤早撤，
以万全准备防范万一发生， 最大限度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
稳定。

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 部长黄明，
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志清，水利部副部长
刘伟平，应急管理部总工程师李坤刚参
加检查指导。 省领导刘惠、 汪一光、张
曙光陪同检查指导或出席在安徽有关
活动。

全省小麦收获面积过半
本报讯（记者 史力）当前，我省小麦

主产区已进入收获高峰期。据省农业农村
厅消息，截至 6月 2日 17时，全省已收获
小麦 2557.1万亩，进度为 59.7%。 当日收
获 748.1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 8.8万台。

又是一年丰收季，麦浪滚滚穗飘香。
在太和县， 当地 151 万亩小麦的夏收大
幕已经拉开。在麦收会战中，太和县将投
入小麦联合收割机 3600 余台、各类农业
机械近 1.2 万台（套），预计 6 月 6 日前后
全县小麦基本收割完毕。 当地组织全县
主要的农机合作社成立多个农机服务应
急小分队和乡村夏收互助队， 帮助因疫
情不能按时返乡人员和缺少劳动力的特
殊家庭抢收抢种，确保应收尽收、不漏一
户。由于近日天气多变，当地协调机械抓
紧抢收、及时烘干，确保“丰收在望”变成
“丰收到手”。

濉溪县扎实做好技术服务和后勤保
障， 协调疫情防控指挥部和交管部门畅
通跨区农机运输渠道， 帮助农机销售企

业及早准备生产所需各类农机具、 零配
件和油料等物资的储备供应。与中石化、
中石油公司加强联系，开辟农机加油“绿
色通道”，采取对农机优先、敞开足量供
应，并落实“三夏”农机用油优惠政策。组
织农机生产经销厂商，做好“三包”服务
和售后服务，努力做到有求必应，确保机
具性能良好，顺利作业。

5 月 31 日， 在滁州市琅琊区三官街
道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麦浪滚滚，机械
轰鸣。 该区农业农村局充分利用晴好天
气，组织农机专业合作社调度 20 余台大
型农业机械，开展小麦抢收、秸秆收储、
水稻机插等农业社会化服务。 根据已收
面积测算，预计平均亩产约 800 斤，与去
年相比增产约 20%。 6 月 1 日上午，砀山
县举办小麦机收开镰仪式， 今年全县小
麦种植面积 41 万余亩，计划投入联合收
割机 520 余台， 预计 6 月 5 日到 7 日进
入小麦收割高峰期，6 月 10 日小麦收割
基本结束。

龙舟竞渡粽飘香 诗文吟诵抒情怀

端午民俗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讯（记者 晋文婧）赛龙舟、包粽

子、吟诗词、制香囊……端午节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节日。近日，各地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端午民俗文化活动， 营造了浓郁的
节日氛围。

船桨齐舞、号子铿锵。6 月 2 日，在南
陵县奎湖之上，一场龙舟赛正在举行。只
见鼓手呐喊、舵手控船、水手挥桨，千米
水道上，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龙舟驶过，浪花飞溅，人、舟、水组成一幅
壮观的竞渡美景， 让岸边的观众感受到
蓬勃的生命力。 “奎湖龙舟”在省内颇有

名气，制龙舟、划龙舟、观龙舟，当地居民
兴致盎然。据了解，赛龙舟是国家级非遗
项目，在芜湖、宣城、蚌埠等地，龙舟赛各
成体系，已成为当地参与度、关注度较高
的传统体育游艺文化活动。

人间烟火气，“好味”知时节。端午节
前，在合肥市青阳路社区的“口袋公园”
内，辖区居民开展的“包粽子、赛厨艺、迎
端午”活动其乐融融。 6 月 2 日，岳西县
主簿镇在当地敬老院开展“非遗端午节，
粽香话乡情”包粽子活动，志愿者们早早
地来到敬老院， 与老人们共迎端午。 粽

子、糖糕、端午粑、端午茶……端午节里，
特色美食品种繁多，社区居民共同享用，
营造了友爱和睦的邻里氛围。

端午佩香囊，既体现端午风俗，又具
有审美意义。 端午节前，在淮北市相山区
隋唐运河古镇，淮北香包布艺代表性非遗
传承人杨海玲正带领工人制作传统香包，
以满足镇上居民的节日需求。 香包通常选
用砂仁、佩兰、薄荷、藿香等多味中草药制
成棉芯，外表采用绸、缎、棉、麻等织物裁片
并使用彩色丝线缝制而成。 作为老少皆宜
的民俗用品，小小香囊为百姓生活增色。

感悟传统文化， 丰富校园生活。 5月
30日，马鞍山市花山区王家山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联合当地健康路小学， 举办
“浓浓诗中语，悠悠端午情”吟诵经典诗歌
活动。 不同年级的学生踊跃登台，吟诵伟
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经典诗文，感受诗人的
家国情怀。 6月 1日，铜陵市杨家山幼儿园
举办迎端午暨汉服文化节活动，老师为孩
子们扎五色缕、佩香囊，孩子们则表演了
情景剧《屈原》、旱地龙舟赛、汉服文化节目
等。 多彩的端午活动走进校园，激发了广
大青少年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

5月 31日，合肥市蜀山区西园新村幼儿园内，小朋友在老师带领下进行经典诵读。 当日，该园师生开展游园活动，在经典诵
读、射五毒、花草拓印、跳竹竿等互动项目中，感受端午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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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您看我
这个‘化’字写得怎
么样？ ”日前，在郎
溪县凌笪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活
动室，一场以“强国
复兴有我， 弘扬传
统文化” 为主题的
端午节活动正在
举行。 来自凌笪中
心小学的五年级
学生李帮茹拿着
刚刚写好的毛笔
字， 向县书法协会
老师沈添之认真
请教。

活动现场 ，来
自郎溪县书法协
会的书法爱好者
们手把手指导学
生写软笔书法 ，在

一张张方方正正的大红纸上现场挥
毫，笔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让孩子
们大开眼界。 书法爱好者们还为孩子
们演示软笔书法的基本要领， 孩子们
认真观看老师们的起笔、落笔，许多学
生还兴趣盎然地提起饱蘸墨汁的毛
笔， 在老师指导下书写 “强国复兴有
我，弘扬传统文化”等文字，活动室里
氤氲着浓郁的墨香。 （下转 4 版）

提升小菜市 造福大民生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本报通讯员 季晓佳

“在这里卖菜 ，环境好 ，客流量也
大。 ”5 月 30 日，在明光市爱府路农贸
市场，摊主高振琳一边忙着给顾客挑选
猪肉，一边说。

“以前这时候买菜要到露天大棚，

热出一身汗不说， 还担心缺斤短两，现
在市场敞亮干净，每个摊位都有‘溯源
秤’，让人放心。 ”在一旁挑菜的市民屈
女士接过话茬， 举起手里的菜篮子，猪
肉、土豆、西红柿、大葱等装满一篮子，
“菜品不仅多，还很新鲜。 ”据了解，该市
场将约 280 种产品纳入了管理，通过信
息端输入至综合查询一体机和电子溯

源秤，让销售的各类蔬菜、瓜果、禽肉均
可溯源。

总面积超 1.5 万平方米， 设有 200
余个摊位……明光市以文明城市创建
为契机，标准化打造爱府路农贸市场，从
设施设备、场地环境、商品管理等方面入
手，逐步提升该市场创建水平，实现设施
配套和规范管理同步提升。 “爱府路农

贸市场 2020年底投入使用，采取市场化
运营模式。 我们安排 8人常态化维持秩
序、打扫卫生、维护治安，给摊主和顾客
提供干净、 整洁、 有序、 文明的市场环
境。 ”爱府路农贸市场负责人胡枝富说，
市场还配备了智能化管理系统，实时显
示菜品价格、销售排行榜、菜品抽检结
果等信息，让消费者放心。

在明光市，目前有 3 个这样的智慧
农贸市场，市场内的产品溯源、检测、交
易、结算全程可控可查，摊位出租率达
86%，“溯源秤”使用率近 90%。

（下转 4 版）

多项举措呵护儿童口腔健康
本报讯（见习记者 罗晓宇）记者从

省卫健委获悉，近日我省《健康口腔行
动方案》出台，推出多项举措，呵护儿童
口腔健康。

健康的乳牙有助于消化和营养的吸
收，助力儿童健康成长，保护牙齿要从娃

娃抓起。 《行动方案》提出，加强学龄前儿
童牙齿健康知识宣教， 学龄儿童的健康
教育应当将口腔健康纳入教育内容中，
促进儿童口腔健康行为习惯的建立；以
“全国爱牙日”为契机，将口腔健康教育
集中宣传与日常宣传相结合。 要定期做

好儿童口腔检查， 临床医师在口腔检查
的同时向儿童及家长宣传示范口腔保健
常识， 使其掌握一定的口腔健康基本知
识和龋病的防治知识。 要做好儿童口腔
疾病预防， 指导家长帮助儿童进行菌斑
控制，推广含氟牙膏的使用；采取窝沟封

闭、局部用氟等适宜技术预防儿童龋病；
对早期儿童出现的龋齿进行充填治疗。

此外，《行动方案》也明确了扩大优
质口腔医疗资源供给。 2022 年至 2025
年全省将筹集资金 10.9 亿元， 用于支
持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二级及
以上综合医院新建口腔科或新增牙椅、
口腔医院及省级数字口腔诊疗中心建
设等，充分发挥政府债券补短板惠民生
的积极作用，分配专项债额度用于支持
公立口腔专科医院建设。

马鞍山市创新工作方法，优化支持企业家干事创业的营商环境———

“十”字法“绣”出为企服务新画卷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今年以来，马鞍山市结合实际，创新
实施“十”字工作法，树立“聚焦、协同、高
效”服务企业理念，优化支持企业家干事
创业的营商环境。

书好一“横”，横向协调联
动，强化“模块化”集成服务

5 月 28 日上午，在马鞍山市森隆英
郡二期项目施工现场， 多台挖掘机和推
土机开足马力，一派繁忙景象。从 4 月份

正式开工到现在， 该项目已经完成桩基
建设，进入地下部分开挖阶段。

“施工许可证是 3 月上旬申请的，半
个多月就办下来了， 为我们开工建设节
省了大量时间。 ”森隆英郡二期项目建设
方安徽森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曹霞快人快语， 有着二十多年从
业经验的她对当地营商环境的变化很有
感触，“过去办证各个部门都要自己跑，
效率不高。这次我们只冲一个窗口说话，
其他事情都交给‘代办员’全程帮办，中
间也就是用微信、电话联系，网上填些资

料，省心省力。 ”
“全程帮办”是破解横向“不协同”难

题的重要一招。
马鞍山是全省率先创新实施 “标准

地”和“亩均效益评价”改革的城市。近年
来，该市不断深化两项改革，标准化工业
项目用地条件、优化审批监管流程、强化
项目快速落地， 促进生产要素向优质高
效领域流动，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去年
12 月，由该市住建部门牵头 ，以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成立“代办员”队伍，免费为
办事企业和群众提供综合代办、 帮办服

务。 “代办员‘一人包办，帮办到底’，替企
业到各部门协调， 对办理事项涉及容缺
受理、告知承诺等帮办需求的，及时与相
关部门沟通，做好衔接工作，期间帮助企
业网上申报、 集成办理， 为企业节省时
间，加快项目落地。 ”马鞍山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四级调研员朱建军介绍。

今年以来 ， 马鞍山市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 ，探索横向 “条块结合 ”的 “模块
化 ”集成服务 ，成立以市政府主要领导
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坚持 “一把手 ”调
度，“顶格倾听 、顶格协调 、顶格推进 ”，
提质提效为企服务。 针对企业生产、项
目建设 、要素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该市
建立跨部门 、跨县区会商机制 ，每周定
期会商 ，紧急情况随时会商 ，所涉服务
模块由相关牵头单位 “一把手 ”负责协
调落实。

（下转 4 版）
6月 3日，在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双楼村，农机手正在驾驶大型农机抢收小麦。

特约摄影 张延林 摄

小麦覆陇黄，又到一年麦收忙。 在淮南市，各式农业机械
穿梭田间，“三夏”生产帮扶队活跃地头———

麦田机声隆 帮扶暖民心
■ 本报记者 柏松

麦浪翻滚，金穗飘香，一台台联合收
割机驰骋在金色的麦田里。 5 月 23 日以
来， 淮南市 336.7 万亩小麦陆续开镰，2
万余台联合收割机忙碌在田间地头，奏
响丰收的欢快旋律。

化解“燃眉急” 服务暖心间
“华光，村里把你家的 20 亩麦子收

完运到家里了， 你安心打工吧。 ”6 月 2
日上午， 淮南市潘集区夹沟镇林场村党
支部书记刘志娟给在上海务工的村民陶
华光打去电话， 让他定了心。 受疫情影
响，陶华光没法返乡，家里的麦子收割成
了他的一块“心病”。 村党支部得知情况
后，组织党员帮扶，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为切实解决疫情期间外出务工人员
不能返乡收麦的问题， 夹沟镇鸽笼村组
织村干部、党员、驻村工作队队员成立 2
个“三夏”生产帮扶队，组织大型收割机
5 台，帮助 30 余名外出务工村民收割小
麦 1100 余亩。

面对抢收遇到困难的群众， 淮南市
发挥村党支部作用，组织农机上门服务，
将暖心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在寿县茶庵镇胡圩村的麦田里，收
割机、拖拉机、农用车来回穿梭，村党总
支委员马根昌一边指挥着收割机劳作，
一边告诉记者：“不管谁家有困难， 咱都
会提供帮助！ ”

得知村民洪祖兵在外务工， 家中缺
少劳动力，马根昌便带着收割机赶来，不
仅把 20 多亩小麦收割完毕，还帮着洪祖
兵的家人将麦粒归仓、秸秆打捆。

除了发挥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 淮南市还引导有条件的农机社会化
服务组织为军、烈、孤、困、寡等家庭提供
优先、优质、优惠服务，让困难家庭感受
到更多温暖。

在凤台县杨村镇店集村， 记者来到
孙庄村民组村民王贵芝的麦田里， 骞骞
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正组织助耕队前来
帮忙。一台联合收割机一边“吃”进麦穗，
一边“吐”出麦粒，一块 7 亩多的麦田不
到 10 分钟便收割完毕。

由于丈夫和儿子都在上海打工，家
里的麦收可把王贵芝愁坏了。 而农机专
业服务合作社的上门服务， 让她感激不
已：“指望俺自己，5 天都割不完，真的很
感谢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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