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藻治理的“环境谷方案”
近日，合肥蜀山经开

区“中国环境谷”合肥中
科环境监测技术国家工
程实验室有限公司举办
黑池坝蓝藻监测治理试
点项目总结汇报会，经过
相关情况汇报以及现场
参观后，与会专家学者一
致对黑池坝蓝藻治理效
果表示认可。

7 月初，在黑池坝风
景区景观水体，合肥中科

环境监测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邀请专业机构投
放缓释剂，开启蓝藻“在
线监测+治理” 新模式。
“我们倾倒的缓释剂能够
在几小时内缓释出有效
成分，主动出击‘找到’蓝
藻并在蓝藻中引发选择
性生物程序性细胞死亡，
在短时间内将蓝藻细胞
杀灭。 ”

张翔 徐明 季云冈

城管智慧巡林
近日， 在合肥市包河区塘西河

公园水源涵养林， 包河区滨湖世纪
社区城管队员正在使用林掌 APP
进行巡查，据悉，为切实推动林长制
工作落地见效， 世纪社区部分城管
队员通过智慧林掌 APP 平台进行
实时巡查、实时记录、实时上报、实
时沟通，巡山护林更加智能、更加高
效。 臧柳剑 周展

做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为持续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南陵

县籍山镇结合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改善行动，念好“广”“全”“细”三字经，扎实
做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深入宣传，“广”泛发动。 通过喇叭、发放
倡议书、悬挂横幅、微信、QQ 等宣传途径，全
方位宣传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和垃圾治理
的好处益处，引导群众切实改变“乱扔、乱堆、
乱放”的陋习。

日常保洁，“全”面彻底。 镇政府采取城乡
环卫一体化工程全域市场化管理模式， 聘请

196 名保洁人员，专职管理员 6 名，负责全镇
农村区域内的垃圾治理及卫生保洁工作，确保
日常保洁常态化，消灭卫生死角。

责任落实，“细”而又严。 在全镇每个村设
立“农村清洁工程公示栏”，明确保洁员保洁区
域及职责，细化村民生活垃圾治理准则。此外，
该镇已多次组织镇村干部开展生活垃圾集中
治理活动，引导全镇干部群众参与农村垃圾治
理工作， 以实际行动为全镇垃圾治理做出表
率，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工作常态化。

洪飞

引导群众远离毒品
近日， 埇桥公安分局大营派出

所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民辅警向群
众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毒品的种类，
吸毒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以
及群众应当怎样识毒、 防毒、 拒毒
等，教育引导群众珍爱生命，远离毒
品。 方兴思

娱乐场所宣传禁毒
近期， 埇桥公安分局灰古派出

所民辅警走进辖区内娱乐场所开展
了禁毒宣传活动， 认真检查娱乐场
所是否张贴禁毒警示标识， 并号召
大家从自身做起，坚决抵制毒品，积
极举报涉毒违法犯罪行为。

孔虎

高刘街道多举措抗旱保粮
为切实做好当前抗旱工作，合肥

经开区高刘街道快速行动，有力有序
推进抗旱减灾工作，力争将旱情影响
降到最低，保夏粮稳产增收。

该街道成立抗旱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专题会议 ， 街道班子成员 、村
（居） 两委及时现场察看了解水源存
量、土壤墒情、农作物长势，与群众、
种粮大户面对面交流，引导群众科学

用水、抗旱保苗。
该街道对辖区地表水、地下水、

过境水等水源统筹兼顾 ， 组织村
（居）两委、村民组长、党员群众及时
摸排掌握各村 （居） 农作物播种面
积、受旱面积、受旱程度 ，针对不同
情况， 采取切实可行措施， 通过多
引、多提、多拦、多蓄等措施，努力增
加抗旱水源； 及时联系相关部门组

织一支抗旱技术指导员队伍深入抗
旱一线， 有效利用现有水源和技术
手段， 因地制宜的指导群众采取有
针对性的抗旱措施， 加强农作物的
田间管理。

该街道在统筹谋划的基础上 ，
进一步明确抗旱工作目标和责任 ，
各村（居）党组织负责人作为抗旱第
一责任人， 对本辖区抗旱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 确保抗旱工作措施落到
实处。

截至目前，该街道所辖 58 座电
灌站， 已投入抗旱保苗持续运行的
电灌站达 46 座，装机总功率约 1400
余千瓦， 清理抗旱沟渠 11.5 公里，
浇灌面积达 1.32 万亩，有效缓解了
旱情。

陈佳佳

２０22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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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旌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长期不动户销户公告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2003年第 5号令《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一年未发生收付活动且未欠开户银行债务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应通知单位自发出通知之日起 30日内办
理销户手续，逾期视同自愿销户，未划转款项列入久悬未取专户管理。 ”以下单位在我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已超过一年未发生收付业务，请下列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到开户银行办理
销户手续，逾期视同自愿销户，未划转款项列入久悬未取专户管理。 特此公告。

安徽旌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安徽华茂阳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463881210300000114
安徽绩溪亿通纺织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308617110300000059
安徽金水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253768210300000018
安徽开域矿业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314993810300000018
安徽坤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428890510300000075
安徽民生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136328410300000075
安徽润泽众融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555115610300000067
安徽省安康医药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104070710300000034
安徽省恒道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10101017366600000011
安徽省旌德第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108653310300000018
安徽省旌德黄山天然矿泉水厂 营业部 20000287434210300000042
安徽省旌德县家福木业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108761610300000026
安徽省旌德县龙川矿业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108716310300000026
安徽省旌德县天益医药化工厂（普通合伙） 营业部 20000451699110300000026
安徽省旌德县兔子笼萤石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419555410300000026
安徽省旌德县兔子笼萤石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419555410300000034
安徽省旌德县星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261245310300000018
安徽省石涒置业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10047385866600000018
安徽省玉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108651710300000018
安徽圣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499388910300000034
安徽鑫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229690910300000026
安徽翼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432861710300000042
广州德拉蒙德食品科技旌德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397908810300000042
杭州华骏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624221910300000042
合肥众一钢化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部 20000546570266600000027
湖北精匠镁建设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10096004466600000015
旌德东方幼儿园 营业部 20000425917610300000059
旌德龙翔百货部 营业部 20000628727110300000114
旌德龙翔生鲜生活超市 营业部 20000499546910300000114
旌德县安健置业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291057610300000018
旌德县安康平价药房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434448610300000042
旌德县安康平价药房有限公司安康一店 营业部 20000434461310300000083
旌德县白地镇宏远砂石经营部 营业部 20000466681010300000106
旌德县白地镇金星家庭农场 营业部 20000527197510300000067
旌德县版书乡碧云庵萤石矿 营业部 20000281465410300000018
旌德县版书乡碧云庵萤石矿二采区 营业部 20000283443210300000018
旌德县版书乡碧云庵萤石矿二采区 营业部 20000283443210300000026
旌德县飞亚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428461910300000059
旌德县宏泰萤石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427199010300000026
旌德县鸿迪伟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431758110300000026
旌德县华诚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238268110300000018
旌德县篁嘉工业气体经营部 营业部 20010023011766600000013
旌德县徽雨凝蓝莓种植家庭农场 营业部 20000581127910300000114
旌德县汇多多家居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618346910300000059
旌德县佳明工贸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277488710300000018
旌德县家天下家居生活馆 营业部 20000340525410300000018
旌德县建设系统工会工作委员会 营业部 20000108662110300000026
旌德县建设系统工会工作委员会 营业部 20000108662110300000018
旌德县今缘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487630610300000034
旌德县经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508399210300000034
旌德县旌阳镇新桥吴家萤石矿（普通合伙） 营业部 20000368627310300000034

开户单位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名 称

账号

旌德县西山茶行 白地支行 20010020531766600000011
旌德县江村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白地支行 20010066335766600000011
安徽国泰恒立医药有限公司 庙首支行 20000205075310300000018
旌德县庙首镇里仁竹制品厂 庙首支行 20000301167410300000018
旌德县祥云木竹工艺加工厂 庙首支行 20000108814110300000018
旌德县庙首镇林业工作站 庙首支行 20000108812510300000018
旌德县孙村镇林业工作站 庙首支行 20000108795410300000018
旌德县天和珍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庙首支行 20000389359510300000042
旌德县众鑫苗木专业合作社 庙首支行 20000421753710300000059
旌德县四季花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庙首支行 20000487028210300000034
旌德县明缘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庙首支行 20000556457010300000091
安徽南麓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庙首支行 20010102620966600000014
安徽泓松生态农业旅游有限公司 庙首支行 20010157289466600000011
旌德县新水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庙首支行 20010180295466600000015
旌德县振兴蔬菜瓜果专业合作社 庙首支行 20000471072610300000059
旌德县玉溪加油站（普通合伙） 庙首支行 20010045622066600000012
旌德县锦申源生态旅游有限公司 庙首支行 20010138428866600000014
旌德县康泰大药房有限公司 三溪支行 20010023361066600000014
旌德县三溪镇林业工作站 三溪支行 20000108772910300000018
旌德县玉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兴隆支行 20010018387566600000013
旌德县兴隆镇迎宾家庭农场 兴隆支行 20000513070610300000075
旌德县兴隆蚕桑专业合作社 兴隆支行 20000201265310300000018
旌德县俞村镇林业工作站 俞村支行 20000108861510300000018
旌德县斌灵商贸 俞村支行 20000382252310300000075
安徽桥梅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俞村支行 20010050645866600000018
旌德县薯香家庭农场 俞村支行 20010091136666600000012
旌德县爱明家庭农场 俞村支行 20010092488666600000014
旌德县连心香榧种植专业合作社 俞村支行 20000350186810300000018
旌德县乡镇农业站联合工会委员会 和平路支行 20000442369210300000018
安徽省泾县中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旌德分公司

和平路支行 20000281499410300000034

旌德县奇石盆景艺术家协会 和平路支行 20000424690210300000059
旌德县润阳山泉水厂 和平路支行 20000525803110300000034
旌德县旌安家庭农场 和平路支行 20000547695510300000067
合肥金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旌德分公司 和平路支行 20000563449410300000059
旌德县旧时光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和平路支行 20000611702510300000059
旌德县十八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和平路支行 20000606981910300000042
旌德县旌辉服装有限公司 和平路支行 20000614442210300000042
上海源夏实业有限公司旌德分公司 和平路支行 20010008554166600000011
旌德县星宸汽车服务部 和平路支行 20010021497166600000013
安徽省旌德第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和平路支行 20000108653366600000032
旌德县旌城传媒工作室 和平路支行 20010057389666600000017

开户单位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名 称

账号

旌德县白地镇林业工作站 白地支行 20000108836910300000018
旌德县朝辉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白地支行 20000278068610300000018
安徽省旌德黄山天然矿泉水厂 白地支行 20000287434210300000034
旌德县永吉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 白地支行 20000438150510300000075
旌德县龙珠养殖专业合作社 白地支行 20000519228510300000075
旌德县华珍布制品厂 白地支行 20000258867810300000018
中国教育工会旌德县白地初级中学委员会 白地支行 20000514755410300000059

旌德县宏韵琴行 和平路支行 20010086847266600000011
旌德县鑫福商行 和平路支行 20010057557466600000018

旌德县开元石业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307217810300000018
旌德县老年书画联谊会 营业部 20000249464610300000018
旌德县乐平置业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422564010300000042
旌德县乐平置业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422564010300000034
旌德县庙首镇华强家庭农场 营业部 20000420046710300000059
旌德县明轩物资经营部 营业部 20000332047510300000018
旌德县人民医院县域医共体 营业部 20000544151710300000075
旌德县瑞和祥银楼 营业部 20010057060766600000011
旌德县三溪镇美玲家庭农场 营业部 20000599853210300000091
旌德县尚村采石场 营业部 20000224226710300000034
旌德县狮子山石材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236000310300000034
旌德县孙村镇新丽家庭农场 营业部 20000502004110300000042
旌德县太极拳研究会 营业部 20000361854410300000018
旌德县皖领之家专卖店 营业部 20000371582910300000075
旌德县万和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307233010300000018
旌德县新竹家庭农场 营业部 20000507320210300000067
旌德县鑫源纺织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232217910300000018
旌德县隐龙湖生态园 营业部 20000239530510300000018
旌德县宇林家庭农场 营业部 20000543400010300000067
旌德县玉林石材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321988010300000018
旌德县振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260617910300000026
旌德县振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260617910300000034
旌德县稚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430819110300000034
旌德县中兴家庭农场 营业部 20000581463110300000106
旌德县中医院工会委员会 营业部 20010037755066600000018
旌德县中易置业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259247810300000018
旌德县中易置业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259247810300000026
旌德县众诚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578846166600000021
旌德县卓彩家纺加工厂 营业部 20010054969366600000019
旌德县梓旌城大饭店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10018430466600000013
旌德县梓旌城大饭店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10018430466600000013
旌德县梓山家庭农场 营业部 20000386819810300000034
旌德县梓园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部 20000439266210300000075
旌阳镇古今内衣店 营业部 20000262488210300000018
铜陵华德置业有限公司旌德分公司 营业部 20000293768110300000018
铜陵华德置业有限公司旌德分公司 营业部 20000293768110300000034
铜陵华德置业有限公司旌德分公司 营业部 20000293768110300000042
宣城百信药业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635775510300000075
宣城和美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620810310300000042
旌德县手机大世界手机店 旌阳支行 20000606308410300000083
旌德县宁志汽车修理厂 旌阳支行 20010045559166600000017
宣城市贝吉山水质净化服务有限公司 旌阳支行 20010084771566600000019
旌德县自行车运动协会 旌阳支行 20000375852166600000014
旌阳镇时尚巴黎婚纱摄影店 旌阳支行 20000354952110300000018
旌德县汉阳光伏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旌阳支行 20000566915510300000034
安徽岭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旌德分公司 旌阳支行 20010151812466600000011
安徽广德华丰建设有限公司 旌阳支行 20000050936866600000042
旌德县旌阳镇林业工作站 旌阳支行 20000108687310300000018

开户单位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名 称

账号

旌德县开元石业有限公司 营业部 20000307217810300000026
旌德县旌俞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部 20000477953510300000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