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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 省城今夏基本实现巢湖蓝藻无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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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山：口腔义诊为健康

9月开学之际，广德市人民法院干警来到该市桃李

园学校城南小区，为该校200余名学生送上一堂生动的

法治教育课。干警们从当前青少年犯罪现状、成因等

多个角度，以“预防校园欺凌”为主题，并结合真实案

例，给学生们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中学生们树

立正确的法治观念，远离不良习惯，远离犯罪，不断提

升法治意识。 本报通讯员 胡庆薇 摄

本报讯（记者 张青川 通讯员 赵军婷）9月

20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合肥近年来纵

深推进巢湖综合治理，系统实施碧水、安澜、生

态修复、绿色发展、富民共享“五大工程”，强力

推动点源、线源、面源、内源“四源同治”。入夏

以来，合肥市通过抓早抓小、日清日洁等有力措

施，发生蓝藻次数减少 78.3%，累计面积减少

84.4%，藻密度下降58.9%，基本做到巢湖无蓝藻

异味，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据国家卫星遥感数据，至 8月底，今年巢湖

湖区蓝藻最大面积和累计面积较去年同期均明

显下降，环湖继续保持基本无蓝藻异味。合肥

市包河区生态环境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区

对巢湖沿岸实行网格化管理，分成 11个责任片

区，明确片区调度和打捞负责人和巡查打捞人

员。第一时间掌握藻情，及时调度处置。该区

根据防控重点和敏感区域，布设了34个藻情、气

味监测巡查点，部署无人机对环湖沿线全覆盖、

无死角巡航。发现异常，打捞公司、街镇社区等

联动处置，日产日清。每天有近200名蓝藻防控

人员顶烈日、战高温，坚守一线。

今年夏天，合肥超过 35℃、37℃、38℃、39℃
的高温日数分别达到 47天、25天、19天和 9天，

均位列合肥 1952 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一。

数据显示，今年 4月~8月份，环湖各县（市）区

共出动打捞人员 61285人次，出动船只 8902船

次，打捞藻浆 78万余吨，产生藻泥 7000余吨。

与 2021年同期相比，出动打捞人员、出动船只

分别增加 13.62%、54.41%，打捞藻浆、产生藻泥

处理藻浆分别下降 40.90%、40.99%。9 月 17

日，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次入口围堰蓝藻防

控段，20多名工人仍在坚守。这里有一座新投

入使用的深井控藻平台，每天可以处理 10万立

方米的藻水。

据了解，目前合肥市已基本构建以蓝藻深

井处理装置和藻水分离站为重点，蓝藻磁捕船

为配套，蓝藻围隔、推流器等为基础的巢湖蓝藻

水华应急处置设施体系。“2022年，合肥市新建

高压控藻深井 5座，新增磁捕船 2艘、曝气船 10
艘、控藻船 1艘，巢湖蓝藻应急防控能力进一步

提升。”合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环湖共建成藻水分离站5座，处理能力1.8万
吨/天，建成蓝藻深井处理装置 8座，处理能力

78.6万吨/天；配备磁捕船及浅水区辅助打捞船

只160余艘。

合肥市还加速推进生态修复，环巢湖十大

湿地全面建成，十八联圩生态湿地蓄洪区工程

启动建设。十大湿地日均处理水量能力达 120
万立方米。削减氨氮、总磷污染物 20%~30%，

出水水质提升一个等级，达Ⅲ类以上。今年1月
~8月，合肥市主要入湖河流国考断面水质均值

全部达标，其中南淝河施口、派河牛角大圩、杭

埠河三河镇新大桥、双桥河入湖口水质均优于

水质考核目标。1月~8月，巢湖东、西半湖和全

湖水质均值均为Ⅳ类。巢湖东、全湖呈轻度富

营养状态，西半湖呈中度富营养状态，其富营养

指数与 2021 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2.0、1.7、
1.0。4月～8月，巢湖蓝藻水华发生累计面积同

比下降 53.4%，藻密度下降 14.2%，基本做到沿

湖蓝藻不聚集、无异味。

颍上讯（李斌）颍上县人民法院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信息化

技术与审判执行工作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成果对审判执行

质效“加速器”作用。自5月份以来，连续4个月信息化建设及应用考核

位居全省法院第一位。

为统一裁判尺度，做到同案同判，该院全面推行“法信”智能推送、类

案检索、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简称206系统）和司法大数据平台

应用。使用“法信检索”案均检索6.65次，“类案智推”139.54次，人均登

录“司法大数据分析平台”235.8次；使用“206系统”网上案件受理率

100%，结案批注率100%，社区矫正移送率92.65%，监狱移送率89.86%。

全院共建设互联网法庭21个，占全市法院的22.5%，实现全覆盖；

裁判文书网上签章6011件，发起网络查控1098件；电子送达8732件，

占全部送达的85.5%；仅8月份一个月，网上保全324件，网上调解492
件，占诉中调解数的 54.87%；网上委托鉴定 68件，占全部委托鉴定数

的93.15%。

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在疫情防控期间网上立案3516件、

网上开庭 386次、网上调解 798次，电子送达 37945次，网络查控 281
件，实现公平正义的“无接触”到达，让社会公众感受到疫情防控期间

的“司法温度”。

利用“京东网”“淘宝网”进行司法网拍，共计开展网络拍卖557次，

成交118件，标的物成交率59.9%，成交额1.45亿元，以物抵债46件，以

物抵债率8.26%，标的物溢价率21.9%，有效破解财产变现难题。

淮北讯（李清河）日前，淮北市杜

集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因出借人出借资金系套取银

行贷款而来，法院依法认定民间借贷

合同无效，驳回出借人请求支付利息

的诉请。

王先生与张女士为多年朋友关

系，2021年 3月张女士向王先生借款，

王先生因当时也无多余资金，便从淮

北某商业银行贷款 16万元，贷款到账

当日王先生通过银行转账向张女士转

款 159900元。借款一年到期后，张女

士迟迟未还，王先生多次索要无果，一

纸诉状将张女士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张女士返还借款本金159900元并支付

利息10172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先生从金融

机构贷款后转借张女士，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

项的规定，双方之间的借贷行为无

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后，张女士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

当予以返还。王先生诉求给付利息无

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张女

士返还王先生 159900元，驳回了王先

生请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该判决

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为了规范民间借贷行

为，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

三条明确了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具

体情形包括：（一）套取金融机构贷

款转贷的；（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

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

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

金转贷的；（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

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

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四）出借

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

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

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

规定的；（六）违背公序良俗的。本

案中王先生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

的行为，一方面违背了民间借贷的

资金来源应为自有资金的规范要

求，另一方面为了他人使用资金需

求而套取金融机构贷款，本身也是

规避监管、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故

对此类借贷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

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

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

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

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

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

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

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全椒讯（开磊）9月初，全椒县人民

法院依法审结一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案。依法判决被告黄某某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某装修工程

款73000元，以73000元为基数，自2021
年8月11日起，黄某某需按照全国银行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工程款

付清之日止。

黄某某以安徽某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乙方）名义，与李某（甲方）签订了装

修工程项目合同，李某委托乙方对其居

室进行装潢，合同约定，装修房屋总建

筑面积 116.1平方米，开工日期为 2020
年5月20日，竣工日期为2020年8月20
日，工程总天数 90天。双方还同时约

定：如果因乙方原因而延迟完工，每日

按工程款 1‰作为违约金支付给甲方，

扣完为止。如果因甲方原因而延迟完

工，每延误一日，按工程款1‰作为误工

费支付给乙方等。黄某某在该装修合

同上签名并加盖了安徽某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但该合同专用章

上出现“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字样。合

同签订后，李某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分

期给付黄某某装修款 73000元，但黄某

某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装修义务，且合同

到期后，黄某某下落不明。李某只好起

诉至法院，要求黄某某返还装修款及资

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李某诉称：其按约向黄某某支付

了工程款 73000元。但装修合同到期

后，却发现黄某某不仅未按合同约定

履行装修义务，且房屋主卧飘窗被

砸，客餐厅房门不见，家中堆满沙子、

水泥，大门被损坏，黄某某存在恶意

损坏其房屋的行为。经人协调后，双

方口头约定黄某某于 2020年 11月 30
日装修完毕。后自己多次打电话给

黄某某询问装修进展，但黄拒绝联

系，一直未按合同履行义务，且不归

还房屋钥匙。

法院审理认为，黄某某以安徽某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名义与李某签订了装

修合同，黄某某在该装修合同上签名，

却加盖了安徽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

合同专用章，但该合同专用章上出现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字样，明显是虚假

的合同专用章。因此上述装修合同依

法应当认定为黄某某个人与李某签订

的装修合同，因黄某某在合同签订后没

有实际履行该合同义务，故李某起诉要

求黄某某返还其装修工程款 73000元，

法院予以支持。法院同时判决黄某某

需支付其对 73000元资金占用期间的

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黄某某经法

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

为放弃诉讼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后

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法院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9月18日，位于安庆市怀宁县35千伏三桥变电站综合检修现场一片忙碌景象，这是国网怀宁县供电公司在今年秋检期间

首次开展的变电站综合检修作业。面对消缺任务、技改大修、市政工程等任务的接踵而至，该公司坚持统筹电网建设时序，区

分重点、科学合理安排秋检工作，为迎峰度冬做好准备。 本报通讯员 钱续坤 程平 摄

9月20日，含山县卫健委组织环峰医院口腔科医生

走进辖区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含山实验小学，开展“口腔健

康 全身健康”活动。医生们通过讲座、义诊等形式，普及

正确的刷牙方法和口腔保健知识，引导学生养成护牙健

齿好习惯，真正把健康口腔暖民心行动落到实处。

本报通讯员 欧宗涛 许丽 摄

固镇：交通标志需认识

固镇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组织民警到辖区各中小学、

幼儿园，通过观看交通安全动画片、互动问答、交通事故

案例分析等方式，给学生们上交通安全课，让学生们熟知

熟记交通安全知识。图为9月21日，固镇县公安局交管

大队民警在实验小学为学生们讲解交通标志。

本报通讯员 吴献永 摄

9月份以来，宿松县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一线单位，

开展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的国

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送“法”活动。为做好宣传周活动，宿

松县公安局组织民警将涉及网络安全的6大类常用法律

法规，汇编一起，精心编纂了1000余本《网络安全法律法

规汇编》读本，“人手一本”，送到大家手中，以共同维护网

络安全、国家安全。图为民警将读本送至该县消防救援

大队救援队员手中。 本报通讯员 孙春旺 黄锦文 摄

宿松：网络安全送一线

广德：上好“开学第一课”

盖虚假合同章
个人担责

颍上法院信息化
连续四个月位居全省榜首

贷银行款转借他人 诉求利息被判驳回

电力秋检电力秋检

好好刷牙预防高血压
口腔卫生与心血管健康息息相关。近日，一项

来自我国贵州省的近万人研究发现，勤刷牙可降低

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风险，每天至少刷两次牙可能有

助于预防这两种疾病。

多因素分析显示，平均随访6.6年期间，与几乎不

刷牙的人相比，每天至少刷两次牙的人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分别降

低了45%和35%，每天刷一次牙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也降低了23%。

将随访不足2年的人排除后，与从不刷牙的人相比，每天至少刷两

次牙的人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仍分别降低46%和36%。而且，勤

刷牙对于汉族、城市居民高血压风险的降低作用更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显示，60岁以下、无高血压的居民如果不经常

刷牙，更容易出现2型糖尿病。

据了解，该研究自 2010~2012年从贵州省纳入 9280名成年人，随

访至2020年。这些人中，约13%不经常刷牙，28%每天刷一次以上牙；

平均年龄44.5岁，47.5%为女士，66.6%为农村居民，58.7%为汉族。

中位随访 6.6 年期间，1215 人出现高血压，767 人出现 2 型糖

尿病。 ·杨进刚·

9月14日，合肥市瑶海区铜陵路街道围绕“党建+安

全生产”主题，深入开展主题安全日活动，街道组织志愿

者们给辖区群众讲解用火、用电、用气等安全知识，确保

辖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本报通讯员 吴兰保 孙余军 李红 摄

合肥：安全宣讲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