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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青川 通讯员

赵军婷）1月中旬，受西北路冷空

气影响，我省将会受沙尘过境影

响，淮河以北空气质量为中度~重
度污染，短时会有严重污染；江淮

之间为轻度~中度污染，短时会有重度污染；沿江江

南以轻度污染为主，短时会有重度污染。省城合肥

的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再次开始应对。

此前，由于外源输入、本地污染叠加及气象因

素影响，我省出现较长的一次污染过程。省重污染

天气应急领导小组发布重污染天气省级橙色预警，

要求除黄山市外的15个市进行响应。根据省里要

求，省城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Ⅱ级应急响应。

记者了解到，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

要求，合肥市生态环境局派出 5组帮扶人员，

对全市重点企业、建筑工地等进行执法监督，

综合运用卫星遥感、工地视频监控、走航监

测、铁塔高清视频监控、机动车遥感监测等科

技手段，督促落实应急管控措施，市直各相关

部门积极响应，各县（市）区、开发区积极行

动，全面应对,最大限度减缓污染影响。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重点局、市轨道办

加大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巡查，督促除应急抢险

工程外所有工地停止土石方挖运等易产生扬

尘的作业，对监管范围裸土、物料全覆盖，增加

场地洒水降尘频次。市公安局设立39处检查

点，对柴油车排放检测127次，对尾气污染排

放检测71次，引导重型柴油车绕行203次。市

城市管理局对887条道路进行清扫、洒水喷雾

作业，确保道路干净整洁，对140个工地进行

巡查，停止城区露天餐饮3个，开展祭祀禁烧

巡查96次。市商务局巡查加油站11处，开展

油气回收设备监督检查15次。市交通运输局

出动72人次，巡查码头扬尘污染巡查10处，开

展流动加油罐车巡查46次。市市场监管局出

动164人次，对全市非法经营燃煤厂、不合格

散煤生产点、不合格散煤使用点进行拉网式排

查。合肥市气象局在气象条件满足情况下开

展人工增雨飞机作业1架次。

合肥市各辖区共派出各类重污染应急检

查人员 717人次，执法车辆 159辆，检查各类点

位412个，其中企业222家，建筑工地190个，通

过路检路查、遥感检测手段检查机动车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1415辆。其中，长丰县加强全县重

点路段洒水降尘作业，各主要道路洒水频次正

常，部分路段每天洒水保证至少 10次；庐阳区

充分利用智慧工地监管，坚持开展夜间巡查，

对企业、在建工地，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预警

减排要求；巢湖市要求辖区内水泥企业严格落

实应急管控措施，熟料生产线氮氧化物控制在

50mg/m3以下；新站高新区对3家工地施工现场

存在扬尘污染情况给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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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是全国第35个“110宣传日”，也是首个

“中国人民警察节”。1月8日，“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

区”宣城市宣州区鳌峰街道宝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14名志愿者组成安全宣传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

10个网格的43个居民小区以及辖区企业、商铺，开展

全国第35个“110宣传日”活动。当日志愿者们共发

放各类宣传资料1000余份，提供咨询服务50余人次，

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的守法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

本报通讯员 曹光鑫 黄天静 摄

宣城“110”宣传在社区

进入 1 月以来，疫情进入高发时期，合肥市包

河区同安街道卫岗社区疫情防控再升级。连日来，

社区依托流动小喇叭宣传队、宣传车等在辖区农贸

市场和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继续不停歇进行全覆

盖防疫宣传。 本报通讯员 王文玲 摄

资讯集装

社区 防控“小喇叭”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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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上午，宿松县公安局举行全县公安机关

2021年中国人民警察节先进事迹报告会。来自基层

一线9位优秀民警辅警，分别围绕扫黑除恶、命案积

案攻坚、战疫抗洪、长江禁捕、援疆执勤、练兵比武、

110接处警等8个主题，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他们在

平凡岗位上所作出的不平凡业绩，展现了一个个熠熠

生辉的不朽警魂。 本报通讯员 孙春旺 摄

宿松 警察事迹报告会

省城响应重污染天气预警全面应急管控

颍上讯（李斌）因假冒注册商标罪，近日，颍上男

子吴某因此被颍上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作案工具、制假材料、

原料及假酒依法予以没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经查 2017年 3月，吴某与高某(已判)共同商议加

工制作假酒牟利。同年 3月至 7月，由吴某提供制假

工具、原材料和包材，并安排唐某(已判)负责将上述制

假物品运输至颍上县迪沟镇高某家中，高某在家中制

作假冒的古井原浆系列及口子窖系列白酒，制好后存

放于其女儿家中。其间，吴某安排唐某将高某生产的

假酒，分为8次，每次80箱运往安徽省合肥市、铜陵市

等地销售，非法经营价值人民币23万余元。同年7月
21日，颍上县公安局从高某加工假酒的窝点和其女儿

的家中查获假冒的古井原浆系列及口子窖系列白酒

804 瓶，经颍上县价格认证中心认证，价值人民币

10.9224万元。

2017年 4月，吴某又向马某(已判刑)销售生产假

酒的包材。马某在租用的一空置房屋内，雇佣他人共

同生产假冒古井原浆系列及口子窖系列白酒。后颍

上县公安局从马某等人加工、存放假酒的窝点，搜查

出假冒古井原浆系列和口子窖系列白酒 1213瓶，经

颍上县价格认证中心认证，价值人民币20.4694万元。

合肥讯（朱会会）在合肥庐阳经济开发区景湾社区，有一支女子义务

巡逻队，她们每天巡逻在大房郢水库边，顶严寒，冒酷暑，始终无怨无悔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月 7日 7点多，景湾社区的张萍、朱会会、钱丽 3人就来到了大

房郢水库边上的岗合路疫情防控户外卡点，替换社区值晚班的同志

们。岗合路是通往大房郢水库的内部道路，去年疫情暴发后，为确保

水库市民饮用水安全，防止偷倒垃圾和非法钓鱼等现象发生，景湾社

区专门安排了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对该路进行通行检查，这项工

作一直持续到现在。当天一早的温度只有零下 8℃，冷不冷？可正在

水库边巡查的张萍说：“是有点冷，但习惯了。”因为这个时候，那些非

法钓鱼和偷倒垃圾的以为没人巡查，会抱有侥幸心理。所以她们每

天都要在每个路段

和水库边走一遍，

每天至少 2 万步的

巡查和打卡，已成

常态。

致谢守护合肥

市民“大水缸”的女

子义务巡逻队。图

为女子巡逻队正进

行疫情防控测温。

宁国讯（黄优）近年来，宁国市法院党

组高度重视节约型机关建设，大力弘扬

“节约简约、绿色办公”工作理念，多措并

举深入开展“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创建工作。2020年 12月 17日，宁国市法

院荣获全国 2019-2020年“节约型公共机

构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两年来，该院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

案的通知》有关部署，以《关于 2019-2020
年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和能效

领跑者遴选工作的通知》为创建目标，成

立院节能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开展节能宣

传教育培训，组织全体干警学习《公共机

构节能条例》，充分利用各个重要时间节

点开展节能降耗宣传活动，提高全院干警

的节能意识，将节能意识落实到行动中，

让全员干警自觉做到节约用电、节约用

水、节约办公耗材，办公用品坚持使用节

能用品。与此同时，该院大力开展“绿色

照明”行动，推广使用高效节能照明产品，

将院内路灯进行太阳能发电改造，楼梯过

道和走廊灯采用声光控节能顶灯，在空调

外机系统加装温度控制和监测系统，降低

能源资源消耗量，大幅度提升节能减排成

效。宁国市法院将以节约型公共机构示

范单位创建为契机，从“管理节能、制度节

能、技改节能、理念节能”等方面入手，细

化节能目标和责任，加大节能减排管理力

度，持之以恒巩固创建成效，推动公共机

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取得新突破。

铜陵讯（宋一飞）首个警察节到来前夕，“礼赞国门·最

美卫士——喜迎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全国移民管理警察

马拉松健身悦跑活动在全国各口岸、边境地区如期举行。

在安徽铜陵市西湖湿地公园，铜陵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民

警们在发令枪响后，纷纷开始了各自的赛程。

参赛的选手中，有一对“夫妻档”格外引人注目，丈夫

汪文是铜陵边检站执勤一队的教导员，妻子方涛是铜陵市

第五人民医院检验科的主管检验师。

夫妻两人精神抖擞、并肩协作，顺利完成了赛程。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汪文一直坚守在国门口岸外防输入

的第一线，带队圆满完成了安徽首艘次出入境船舶边防检

查勤务；方涛也主动请缨，逆行而上，把岗位当战位，累计

完成疑似病例检验 12人次，发热门诊病例检查 500余人

次，2020年她被安徽边检总站评选为“最美警嫂”。

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中，不少人常

因压力太大，出现疲乏无力、浑身难受

的情况。这种不适可能跟身体太“紧

张”有关，急需一套拉伸操放松一下。

美国运动医学会（ACSM）建议，日

常生活应常做 7个拉伸动作来解压，

每个姿势保持 15~30秒（5~10次深呼吸），重复 2~4次即

可。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进行某个动作时，出现刺痛、麻木

或疼痛，可忽略不做，或在教练指导下适当调整。

婴儿式。婴儿式能拉伸腰部，减轻紧绷感。跪姿，双

脚并拢，双膝打开，呈V形；向后坐，臀部落在脚后跟上；双

手向前爬，胸部贴近地面；深呼吸。

坐姿脊柱扭转。坐在椅子边缘，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左

手放于椅背，右手放于左大腿；吸气，挺胸，拉长脊柱；呼气，

躯干向左旋转，双眼看向左侧肩膀；另一侧做同样动作。

快乐婴儿式。取仰卧位，双臂放于体侧，抬起双腿；用

双手抓住脚底，双腿微曲，尽量将膝盖拉向胸部，有助于打

开髋部。

仰卧臀部拉伸。这个动作可以拉伸腘绳肌、下腰部、

臀肌外侧。取仰卧位，双膝弯曲，双脚平放于地面；右脚放

在左膝上，左腿弯曲，成4字；双手在左膝后方相握，将左腿

拉向胸部；另一侧做同样动作。

宽距前弯式接扩胸。这是一个完美的全身性锻炼动

作。站姿，双脚分开，两脚间距 0.9~1.2米，双膝微曲；双手

在身后交叉相握；吸气，肩部向后、向下转动；呼气，以臀部

为轴心，身体缓慢向前弯折；双臂指向天花板。

开胸。这个动作能纠正不良体态。站姿，双手在身后

握住；挺胸，肩胛骨上端用力向中间挤压；保持15秒钟，做3
次深长呼吸。

颈部旋转。这个简单动作可放松颈部后侧肌肉，恢复

颈椎曲度。下巴靠向胸前，向腋窝方向旋转；也可将双手

交叠放于后脑勺，可让颈部得到更多拉伸；换个方向做同

样动作。 ·萧忠彦 译·

近日，阜南县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大雾，阜南

县交警提前组织路面民警上岗，在城区主干道、学校

周边路段、事故易发点等处强化执勤巡逻，确保恶劣

天气条件下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本报通讯员 吕乃明 记者 聂学剑 摄

阜南 交警雾天保畅通

假冒商标 男子获刑

七个动作放松解压

警医夫妻长跑赞国门

▲1月8日，安徽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开展“人民警察

节之人大、政协代表走进国门”活动，邀请我省部分省、市

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0余人，赴合肥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执勤现场参观。代表和委员们认真听取了安徽边检在

疫情期间境外防输入、服务地方复工复产、扩大口岸对外

开放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现场观摩了执勤执法警用器械实

操、边检通关查验流程以及边检信息化装备使用，纷纷对

安徽边检在维护国门安全稳定、加强口岸疫情防控、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表示将积极

建言献策，全力推动安徽各口岸加大复航直航力度，加开

加密国际客货航线，确保我省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扩大。图

为安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张海峰（左

三）和代表、委员正在观看出边检入境流程。

本报通讯员 岳冶 摄

代表委员看边检代表委员看边检

节能低碳 绿色发展

守护水库的女子义务巡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