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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我认为企业家的核心价值就是回
馈社会。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爱心的传
递，一个人、一个企业的力量是有限
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率先行动，带动
更多人参与到爱心公益活动中。”4月6
日，湖北天盟集团董事长、武汉安庆商
会会长李金苗告诉记者。

这几天，位于菱湖北路与龙眠山路
交汇处的天盟·阅江山售楼部广场前，
热闹非凡，我市广大公立医院在职医护
人员在此处免费领取加油卡。这是天
盟集团及全资地产公司安庆市天盟
房地产有限公司推出的一项公益爱
心活动，为广大参与战“疫”的医护工
作者赠送总价为 200 万元的加油卡，
同时助力医护人员置业，在天盟·阅
江山购房的医护人员，总价基础上给
予较大幅度的优惠。

这是一家“有爱心”的民企

2020 年的春天，比往常来得都要
艰难。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恰逢春节，来
势汹汹。处于疫情风暴中心的武汉，
更是经历了“毁灭”一般的打击。寂
静的城市、空旷的马路，整个城市按
下了“暂停键”。

“我当时就在武汉，那个场景终身
难忘，城里的人面对此次疫情，一时感
觉十分恐慌，很无助。关键时刻，全国
各地的医疗队向武汉集聚，医护人员们
冒着生命危险，勇敢逆行，他们不舍昼
夜的救治病人，非常辛苦、非常伟

大。” 李金苗说。
疫情暴发之初，李金苗就携武汉安

庆商会会员企业分别向湖北、安徽两地
捐款捐物。作为武汉安庆商会会长，李
金苗十分关注一线医护人员的生活工
作情况，主动对接安徽援汉医疗队负责
人，摸清前线需求，在了解医护人员急
需短袖T恤时，他多方联系厂商筹集货
源，于2月27日向安徽援汉医疗队捐赠
1500余件短袖T恤，用于抗疫医护人员
日常衣物更换。

“安徽省共派出1362名支援湖北医
疗卫生人员，他们来的时候是冬季，穿
着保暖内衣、羽绒服和厚袄，随着天
气转暖，他们又长期穿着防护服特别
闷热，了解他们有短袖T恤的需求，我
们一边登记医护人员的尺寸，一边联
系厂商，第一时间为他们送去服装。”
李金苗表示。

正是因为处在疫情中心，亲眼目睹
了战“疫”医护工作者的辛劳，李金苗特
别感谢他们为抗“疫”做出的巨大贡
献。虽然疫情好转，各地医疗队陆续从
湖北撤回，但是感恩之情念念于心。于
是，天盟集团及全资地产公司安庆市天

盟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展感恩致谢公益
活动，面向公立医院在职医护人员捐赠
总价为200万元的加油卡。

此外，针对安庆市域公立医院医护
人员、驻军部队医护人员，开展“白衣天
使·暖心置业”大型主题活动，凡在天
盟·阅江山项目购房的医护人员，给予
总价基础上较大幅度的优惠。

爱心之路，天盟集团已经延绵十余
个春秋：为支持高校建设，向武汉市10
多所高校150名贫困大学生提供长期生
活资助，向武汉市儿童福利院捐款捐
物，累计达100余万元。并联合多家民
营企业，在汶川大地震、雅安地震、洪湖
地区遭遇洪涝灾害及精准扶贫工作等，
累计捐赠款物达3000余万元……李金
苗先后获得“中华百名优秀徽商企业
家”“湖北省十大杰出徽商”“武汉民营
经济年度十大领军人物”“安庆战‘疫’
好人”等荣誉。

这是一家“有实力”的企业

有爱心的企业，更有实力。
湖北天盟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地产投资开发与运营管理为一体的集
团化民营企业，于 1998 年创办成立，
2012年完成集团组建。

天盟集团下辖多家全资地产公司，
横跨楚皖两地、围绕国家经济新增长极
长江经济带一线沿江多点布局，先后投
资开发多个高端精品住宅地产项目。
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天盟集团地产开
发稳健增量、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实现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十年披风沐雨，二十年璀璨征
程。天盟集团厚积薄发，矢志不渝，始
终致力于城市产业发展，深耕地产开发
领域。所到之处，天盟集团用心筑就人
居精品、在一座城市之上，用品质住宅
筑就城市人居标杆。

李金苗是从安庆市怀宁县走出去
的企业家，一直有报效桑梓的心愿和情
怀。2017年，天盟集团经招商引资进入
安庆市，已先后在市区、怀宁县等地投
资了4个房产项目。“家乡的营商环境、
优惠政策都非常好，我也希望为家乡建
设出一份力、为家乡多做些贡献，建设
一些地标性的建筑。”李金苗说。

李金苗所说的地标性建筑，就是目

前安庆市天盟房地产有限公司正在建
设的天盟·阅江山项目。菱湖北路与龙
眠山路交界之处，正迎着安庆往池州方
向的高速公路，这里除了东大湖的风
光，还有出入安庆客人的目光。这里亟
需一个安庆的门户与形象。

彼时，菱湖北路绝版的湖景胜地空
置地块，引来十多家房地产商的青睐，
其中不乏全国20强房企。但天盟决定
要拿下的事情，就不遗余力地争取。

用地规划上，天盟精心设计；竞标
资金上，天盟更是大手笔。2018年12月
14日，经过十多家房企激烈角逐，最终
湖北天盟集团以4.45亿元摘得〔2018〕
53-54号地块土地使用权。

天盟集团将阅江山打造成为集团
所有项目中的TOP系列产品，从规划到
建筑，从环境到细节，为使它成为历史
名城安庆新的城市形象和城市名片而
努力，犹如天盟集团的核心价值观——
至善致远，臻于卓越。

这是一家“有担当”的公司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拿下菱湖北路绝版的湖景胜地、位
于城市核心地段的稀缺地块，天盟集团
从一开始就秉承着市委、市政府的高度
关注和市民的殷切期盼，从项目规划、
建设施工等方面高标准、规范化实施，
始终以打造历史名城安庆新的城市形
象和城市名片为己任，倾注全公司的力
量，一丝不苟，躬耕细作。

天盟·阅江山整体规划是由6栋高
层住宅、1栋国际标准的甲级写字楼以
及临街精品商铺组成。其中最亮眼的
就是以国际标准打造的城市商务地标
——天盟大厦。

天盟大厦规划建设 22 层，总建筑
高度约100米，星级大堂面积近400平
方米，挑高12.8米，采用全石材精品装
修，4.1 米标准层高框架结构，强化建
筑防震能力和空间舒展。以契合国
际水平的艺术审美及工程美学，建筑
外立面采用动感流线造型，融入水元
素，直面大湖美景，做到真正的湖景
办公区域。配置方面，为客户提供 6
部高速电梯。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LOFT公寓更
受欢迎，营销速度和资金回笼快。而以
国际标准打造的甲级写字楼造价高，营
销速度相对较慢。“天盟大厦建成后，与
安庆整个滨江商务区形成全新的商务
网络格局。这是一处形象工程，是菱湖
风景区一个标志性建筑，我们必须按照
国际标准甲级写字楼规范要求进行设
计施工，将其打造成为安庆市商务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和高端物业发展的新标
杆。”李金苗说。

传递正能量 彰显民企的责任担当
——专访湖北天盟集团董事长李金苗

4月7日，全市69所学校，共计
3.6万余名高三学生正式迎来新学期，
这也是我市中小学各年级中最先返校
上课的学生群体。上午，记者走访城
区几所学校看到，开学首日各校秩序
井然，进校人员须过“体温关”，口
罩全部发放到学生手中，分班教学平
稳运行。

早上6时，安庆二中保安胡宗顺匆
忙洗漱完，顾不上吃早饭，便骑着电动
车赶到学校。他和老师们一起再次对
入校通道的布置、防控物资的摆放等
做最后的检查和准备。6时30分，胡
师傅准时开启学校大门，第一波学生
开始入校。“孩子们终于回到学校上课
了，我心里也特别高兴，好久没见他
们，还挺想他们的。”胡师傅笑着说。

记者在该校大门口看到，现场分

为两个入校通道，一个是行人入校通
道，一个是自行车和电动车入校通
道，两个通道均有两名工作人员手持
额温枪，对每一位进校师生进行体温
测温。教室里座位分隔摆放，一人一
桌。7时10分，高三一班班主任余超
拎着一大袋口罩来到B班，对学生再
次进行体温测量，并做好信息登记和
口罩发放。

“今天先发 12 个口罩，一天两
个，每位同学都要数一下。”余超一
边发放口罩一边跟记者说，“这是期
待已久的开学，我们都非常高兴。虽
然分班教学后，工作量增加了一倍，
但看到孩子们回到了教室，我们就放
心了，为了孩子们的前程，我们再辛
苦都值得。”

早上7时40分，已有不少学生来到

安庆一中门口，排队进入校园。在校门
处的一间办公室里，该校校医任磊时刻
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上显示的是实时入
校人员的画面，当有学生从仪器前经过
时，屏幕上便显示出该生的温度。“红外
线测温仪可以瞬间测出入校人员体温
是否正常，反应时间更快，更有利于学
生快速入校。”任磊介绍说。

“高考越来越近了，孩子天天在
家学习，我和她爸爸也都要上班，没
办法时时督促她，我们总会有些焦虑
和担心。”一名程姓学生家长表示，
终于开学了，家长的心情恐怕要比孩
子们还要激动。

开学第一天，大部分学校开始正
式上课。唯有安庆一中的学生们“喜
提”开学“大礼包”，那就是一年一
度的安徽省“六校联考”。忙完学生

入校工作，该校办公室副主任、语文
老师张永威戴着口罩拎上试卷往教室
赶，“我校参加全省六校联考，全程
模拟高考的流程，希望通过这次考试
检测同学们居家学习的效果，以便于
学校及时调整和制定教学计划，为高
考的复习备考做充分的准备。”

记者从市教体局了解到，首日全
市69所学校开学工作平稳顺利进行，
未出现一例异常情况。4月13日，全
市 4.6 万余名初三学生将返校上课。
初高中其他年级、中职学校学生及
小学、幼儿园、特教学校学生返校
安排将由市政府结合疫情形势以及
学校基本防控条件等保障情况审慎
研判确定，并予以提前公布，但返校
时间不早于4月20日。

记者 白萍

记者直击高三学生返校首日——

测量体温 登记信息 发放口罩
各校秩序井然 教师工作量翻番

4月7日下午，大观区化工园区一
家企业正在指导工人如何正确穿戴防
护服。

大观区加强化工企业有害气体的
安全监管，并定期开展职工防护培
训，科学应对有害气体泄漏应急处置
能力，提高职工安全生产意识。

记者 路欣 通讯员 项顺平 摄

安全生产培训

本报讯 自2月中下旬以来，迎
江区法律援助中心利用“单元长联防
长”工作机制，推进法律援助工作深
入微社区、拓宽服务面，变单向接受
法援申请为双向了解困难群众需求并
开展法援服务，打通法律援助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截至4月初，已接
受群众咨询123次，受理法律援助申
请25件，开展宣传407次。

3月23日，迎江区长风乡新义村
联防长王浩在走访时了解到，村民张
某某在为该乡某景观林种树时突发脑
溢血，项目负责人将其送往医院，经
抢救无效，张某某去世，双方对于事
故认定和处理均不知如何处理。

因事故涉及工伤赔偿，且当事人
家庭贫困，为避免双方矛盾激化和事
态扩大，王浩主动介入，分别与用工
方和事故家属进行沟通，并与长风乡
司法所对接，引导其家人申请法律援
助。长风乡司法所核查条件后，经区
法援中心同意后指派长风法律服务所
办理该案，并于当晚10点钟达成调解
协议，景观林项目部承担当事人医疗

费及作出5万元金额赔偿。通过法律
援助的积极介入、快速处理，从事故
发生、申请法律援助到达成调解协议
圆满解决，仅用了不到一天时间。

以往，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受理主
要依靠区、乡街、村居法援平台来开
展，工作单向且易陷入被动。通过

“单元长联防长”工作机制，将法援
服务延伸至每一栋楼、每一户居
民，法援服务小分队和服务团会同
单元长联防长送法进社区，积极指
引有需求的群众到场免费咨询，开
展法律法规宣传的同时提供公共法
律服务，真正打通了法律援助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单元长联防长让法援工作更加
深入基层，他们将法律援助相关知
识传播给了每个人，扩大了宣传范
围，从而提高了群众对于法律援助
的知晓度，增强了群众遇到法律问
题时申请法律援助的意识，也让法
律援助这一民生工程发挥出更大的
作用。”苗诚说。
（记者 杨一 通讯员 何惟荃）

迎江区打通法援服务
“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因病致贫的贫困户章志
高靠着做裁缝的手艺在家乡做起服装
加工业务。在国家小额信贷政策的扶
持下，章志高顺利脱贫并把生意做得
越来越红火。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不少在外地从事服装加工业务的贫困
务工人员滞留在家，生活无着落。得
知情况后，章志高致富不忘乡邻，主
动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帮助他
们渡过难关。

章志高是桐城市范岗镇万元村
人，2014年章志高的父亲突发大病，
花去大量医药费用，这让原本不富裕
的家庭雪上加霜，家中只能依靠章志
高给人打工做裁缝的手艺生活。该村
干部走访了解其具体情况并宣传扶贫
政策，经个人申请、村民评议等程
序，他们家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4年，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
他辞去了远离家乡的工作，夫妻俩筹

钱买了两台缝纫机，在家做起了服装
加工业务。2015年，在国家的政策扶
持下，通过自身的辛勤劳作，于年底
顺利脱贫。2017年，了解到扶贫小额
信贷政策后，他主动到村里申请了小
额信贷5万元，用于发展服装加工业
务，生意越来越红火。

2020年春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不少在外地从事服装加工业务的
贫困务工人员滞留在家。章志高得知

情况后，完善复产手续，贴出招工公
告，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截至
目前，他的服装加工厂共新增吸纳了
6名贫困户人口。

“非常感谢党的好政策，帮我走
出了人生低谷，树立了生活信心。现
在我的条件好了，不能忘了党的恩
情，我要回馈社会，利用自身条件带
动身边人致富。”章志高动情地说。

（通讯员 苏玮 华德飞）

“小裁缝”变身“大老板”帮乡亲脱贫致富 本报讯 为统筹疫情防控和恢复
经济发展，近日，怀宁县雷埠乡开展“除
隐患、保安全、服务企业复工复产”专项
行动，对全乡复工复产企业和重点场所
安全隐患进行了“排雷”式大清除。

该乡组织多部门对辖区各生产经
营单位开展隐患排查，做到全覆盖，
无死角。对已经排查的6家规上企业
及加油站、敬老院等单位逐个建立安
全生产隐患台账，就疫情防控期间安
全生产制度落实情况，安全消防设施
完好情况，应急通道是否堵塞，是否
违规用火、用电、用气、用油等现象
进行了整治，并对存在的安全隐患提

出了具体的整改意见。
检查组在检查过程中积极宣传疫

情防控知识，详细了解企业防控措施落
实、物资储备、外地返岗员工的管理以
及企业生产进度和生产过程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并现场予以协调解决，同
时督促企业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定期开
展安全技能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防范
意识。生产经营单位结合自身生产、生
活实际，查隐患、查风险、查盲区、查漏
洞、查短板，建立安全风险和隐患台账，
明确隐患整改措施、责任和包保人员，
扎实抓整改，切实管控安全风险。

（通讯员 檀志扬 蒋善模）

雷埠乡为企业复工复产护航

本报讯 桐城市紧扣实现环境质
量总体改善要求，细化大气、水、土壤
污染防治攻坚任务，明确依法依规严
格监管和加强帮扶服务两手抓，协同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

空气质量实现“提标”。重点抓好
VOCs排放治理、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工
地及道路扬尘管控、秸秆禁烧及重污
染天气应急减排等工作，确保PM2.5年
均浓度控制在35微克/立方米以内，空
气优良比率达到省政府考核要求。

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重点抓
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
建设、“千吨万人”农村饮用水源地“划

立治”、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和入河排污
口分类整治等工作，确保地表水国控
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100%。

土壤污染精准“治标”。重点抓
好重点行业企业用地污染状况调
查、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与减
排、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污染整
治和中小微企业危险废物处置等工
作，确保点位找准，本底查清，控
治结合，分步推进。

强化服务树立“新标”。推行“环
保管家”服务模式，在生态环境领域构
建合作共赢的新型政企关系，全方位
提升工业园区和企业环境管理水平。

（通讯员 杨贤俊 潘月琴）

细化污染防治攻坚任务

桐城推行“环保管家”服务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