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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记者从市重点工程建设处
了解到，秦潭湖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项目
自去年9月30日开工以来，截至目前累
计完成投资约2亿元，工程进展顺利。

秦潭湖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已完成
土方平衡的95%；绿化微地形的90%；
东桥、西桥下部结构完成，西桥半幅梁
板浇筑完成，景观桥下部结构完成，道
路路基完成50%。该项目位于东部新
城区的东部，东西向长约1800米，南北
向宽约 1600 米，总面积约 220 公顷。
项目东邻秦潭路、南接皖江大道、西邻
港口路、北接祥和路。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景观工程、水环境工程、涉水工
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给排水工程、
电气照明与夜景亮化及附属配套工
程。工程施工合同价为4.59亿元，工
程计划2019年12月底完工。

“目前工程正在进行天柱山东路
道路、桥梁、园建、景观绿化等部分施
工。”市重点工程建设处相关责任人介
绍，按计划，东、西桥桥梁上部结构施
工于9月底基本完成，最终打造以秦潭
湖为核心湖面，以绿岛为环串联景点
的‘一环、四区、多点’的景观格局。

（记者 江露露 通讯员 谈天）

秦潭湖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已完成投资2亿元

本报讯 记者从市农机部门获
悉，今年我市将新建 16 个“农机大
院”，进一步探索“全程机械化+综合
农事服务”“互联网+农机服务”等新
主体、新模式、新业态，推进农机社
会化服务转型升级。到2020年，我市
将建设100个“农机大院”，实现主要
农业乡镇全覆盖。

近年来，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快速
普及，我市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持续
增强。截至2018年末，全市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71%；农机总
动力达 327 万千瓦，大中型拖拉机
7155台，联合收割机4549台，插秧机
2592台，农用植保无人飞机285台；
农机专业合作社292个，农机经营服
务总收入达到35亿元。目前，随着国
家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的加大，农业生

产各领域各环节已全面进入“机器换
人”阶段，农民对农机作业的需求越
来越迫切，农民购买大中型农机具的
种类和数量大幅增加。我市农机大
户、农机合作社当前普遍存在机库棚
面积偏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

题，机具安家难、维修保养难等问题
也日益凸现。

为解决农机“安家难”、“看病
难”问题，提高农机社会化服务能
力，推进农业生产全面和全程机械
化，2017 年起我市引导有条件的农

机合作社加快建设改造步伐，提升
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积极争创国
家 和 省 市 级 示 范 合 作 社 。 2017、
2018 两年我市共建设农机大院 24
家。今年我市拟建设16家农机大院，
目前正在实施中。3年累计安排财政
资金393万元。

“农机大院”，即综合性农事服务
中心，功能主要包括机具停放、维修保
养、机具展示、技术培训、信息咨询与
发布、作业服务等。它是集技术推广
应用、农资产品展示展销、农机作业信
息发布、农机维修保养存放、农机人员
培训管理于一体的服务主体。“农机大
院”的建设有利于推进农机农艺农信
深度融合，打通农业综合服务最后一
公里。
（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戴培忠）

我市今年新建16个“农机大院”

为农机解决“安家难”“看病难”问题 本报讯 8月20日，我市第二批
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顺利完成省内交易。此次增减挂
钩交易指标总面积4026.86亩，交易
金额 14.21 亿元，涉及太湖、岳西两
县。其中，太湖县人民政府与合肥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成功交易2825.5095
亩节余指标，成交价9.8893亿元；岳
西县人民政府与合肥市长丰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成功交易1201.3470亩节余
指标，成交价4.3248亿元。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
省内交易，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一

项自然资源惠民政策，按照《国土资源
部关于用好用活增减挂钩政策积极支
持扶贫开发及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通
知》（国土资规〔2016〕2号）规定，收益
将由县级人民政府用于扶贫开发工
作，对推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具有重
要意义。指标交易后，转让方获得资
金支持，受让方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和
空间，推动实现区域之间合作共赢。

截至目前，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政策累计为我市贫困地区增加15.18
亿元收入。
（记者 陈娟娟 通讯员 王夏）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

为我市贫困地区增收15.18亿元

本报讯 8月21日，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李玉萍率市人大常委会督办组，
督办市人大代表重点议案落实情况。

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期间，市人大代表提交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公益诉讼的议案”，被列为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领衔督办的
重点议案。当天上午，督办组听取了
市人民检察院关于议案办理情况的答
复。我市公益诉讼工作开展以来，进
行了多方面、多维度的宣传与培训；目
前正在构建公益诉讼工作新格局，打

造安庆检察公益诉讼升级版。
督办组指出，我市开展公益诉讼

工作，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
果。检察机关要直面问题、勇于担当，
凝聚多方共识，加强互动协作，高质量
推进公益诉讼工作。各级人大常委会
要为公益诉讼工作提供有效支持，鼓
励、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开展相关调
研。人大代表要积极履职、建言献策，
带头落实新发展理念，动员人民群众
积极参与和宣传公益诉讼工作。

（记者 杨一）

市人大常委会督办
重点议案落实情况
李玉萍率队

本报讯 8月13日，潜逃数月的恶
势力团伙犯罪嫌疑人甘贤良来到桐城
市公安局投案自首。这是自8月8日
该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汪东风落网以
来，又一名团伙成员归案，彰显出桐城
公安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威慑力。

汪东风等人涉恶团伙案件是桐城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侦办的重大涉
黑涉恶案件之一。在7月23日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
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
的通告》后，8月12日，桐城市公安
局再次向全社会公开发布该团伙的悬

赏通告。桐城扫除黑恶势力的迅猛行
动，公安机关缉捕在逃人员的凌厉攻
势，彻底覆灭了在逃人员的侥幸心
理。8月13日，潜逃三月有余的团伙
成员甘贤良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
首，面对办案人员，甘贤良如释重负
地说：“在得知汪东风落网后，我认
识到抱有侥幸逃脱的心理是错误的。
我今天来投案，就是希望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劝告仍然在逃的团伙成员要
认清形势，珍惜机会，尽快投案自
首，争取从宽处理。”

（通讯员 张婧 记者 张培农）

一恶势力团伙成员投案自首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
备案手续如何办理？

所需材料：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
案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
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具有防火
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
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
明文件、出厂合格证；消防设施检测合
格证明文件；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
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
件；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
身份证明文件。

办理时限：时限10个工作日。
受理地点：以上事项均在市政务

服务大厅受理。

企业开办如何申请？

申请渠道：线下、线上均可办
理，由申请人自主选择。线下：市政
务服务大厅；线上：安徽政务服务网
安庆分厅 （网址：http://aq.ahzwfw.
gov.cn/）。

开办流程：提交申请材料→受理
→审核→发照。按照“一窗受理、并
行办理”的原则，申请人需办理公章

刻制和领取发票的，可同步提出申
请，市场监管、公安、税务部门实行
并联办理。

所需材料：公司登记（备案）申请
书、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股东身份
证明（身份证、护照、营业执照）、市场
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承诺书。按
照企业开办“一次采集、一档管理、共
享共用”的原则，公安部门和税务部门
在公章刻制和发票申领环节直接调
取，并共享相关资料。

办理时限：材料齐全的3个工作日
办结，其中：市场监管部门办理企业设
立登记1个工作日以内，公安部门办理

公章刻制1个工作日以内，税务部门办
理发票申领1个工作日以内。

前置审批事项：目前工商登记前
置审批事项32项，由对应审批部门组
织办理。查询网址：http://www.samr.
gov.cn/djzcj/zyfb/zjfb201802t20180213_
282232.html

后置审批事项：推进“先照后证”，
动态执行《安徽省工商登记后置审批
事项目录》。目前实行后置审批事项
183项，由对应审批部门组织办理。查
询网址：http://xxgk.ah.gov.cn/UserDa-
ta/DocHtml/731/2017/731417034695998.
html

市直部门投资服务80问

他叫王国庆，是市京话艺术剧院
副院长。今年，他即将退休。回顾过
去，他把这一生都奉献给了戏曲，也见
证了戏曲从繁荣到低迷再到现在复兴
的发展历程。

1959年10月1日，也就是新中国成
立十周年大庆那一天，王国庆出生在
安庆。父母欢天喜地，当即为他取名

“国庆”，希望他能“与新中国一起成
长”。这让10月1日这一天在王国庆的
一生中有了独特的意义。“从小，我就
有个梦想，在10月1日这一天到首都北
京，与祖国一起庆生。”王国庆说，这个
梦想在几年前得以实现。那一天，他
早早地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
仪式。“内心特别激动，祝福我们的祖
国变得越来越强大。”王国庆说。

王国庆的父亲是安庆市京剧团的
一位琴师。从小耳濡目染，使得他喜

欢上京剧，并立志要继承父亲的事
业。天分和努力让他在1977年顺利考
入安庆市京剧团。“那个时候戏曲繁
荣，听戏的人多，唱戏的也多，京剧团
特别难考。”王国庆说，他入团时京剧
团实力很强，有一个30多人的青年队，
他便是青年队里的一员。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传统戏
曲在市场上有些低迷。“因为无戏可
演，工资很低，很多人都出走了，再也
没回来。”王国庆也出走了一段时间，
但因为对京剧的热爱，他又回到了剧
团，并在1987年获得了“全国青年京剧
演员电视大选赛安徽选拔赛优秀演员
奖”。随后，京剧团在2005年、2010年
经历两次改革后，变成现在的安庆市
京话艺术剧院。

最近几年，在振兴传统戏曲的大
潮下，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关于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见》《关于
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和促
进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等文件，建立健
全资金支持、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政
策措施；从 2013 年起我市每年设立
2000万元文化强市资金并主要用于支
持戏曲传承发展，每年的文化产业发
展政策按照每场戏曲演出县域1万元、
市区2万元、市外5万元、境外10万元
的标准给予补助，基本建立了较为完
备的保障机制。一批又一批政策向戏
曲倾斜，一批又一批资金支持向戏曲
集聚，让京话艺术剧院慢慢走上了一
条复兴之路。

王国庆说，剧院现在一年有100多
场演出，经常送戏到基层，下农村、进
社区、进学校。“我虽然上台少，但每场
都跟着，尽管很辛苦，但看到台下那么
多观众，就很快乐。”说起现在的工作，

王国庆说，党和政府很支持传统戏曲
的传承发展，这让戏曲人倍感振奋，也
对戏曲艺术的振兴繁荣充满信心。

今年，王国庆就将退休。王国庆
说，退休后，他还要坚守在剧院，尽己
所能，为培养下一代戏曲人才发挥余
热，“为戏曲艺术燃烧到最后”。

记者 江月

王国庆：为戏曲艺术燃烧一生

8月20日，怀宁县石镜乡村民在墙
上绘画。

为推动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
升美丽乡村的文化品位，怀宁县依托
农户学校房屋墙壁、院墙、楼道墙
体、围挡墙等，大力实施乡村文化墙
建设，使一面面墙壁成为美观又会

“说话”的正能量传播者，让群众在潜
移默化中改变思想观念，提升道德素
养，获得文化熏陶。

通讯员 檀志扬 查显峰 摄

文化墙

绘新风

“农机大院”，即综合性农事服务中心，功能主
要包括机具停放、维修保养、机具展示、技术培训、
信息咨询与发布、作业服务等。它是集技术推广应
用、农资产品展示展销、农机作业信息发布、农机维
修保养存放、农机人员培训管理于一体的服务主体。

“农机大院”的建设有利于推进农机农艺农信深度融
合，打通农业综合服务最后一公里。

8月20日，施工人员正在大观区海口镇海口村西江坝路段进行道路混凝土摊
铺施工。近年来，大观区海口镇把“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四好”农村公路作
为服务民生、服务经济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全力推进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目
前已完成5条公路8.84公里施工任务。 记者 路欣 通讯员 项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