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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深入开展，近日，市民政
局印发通知，在全市行业协会商会领
域开展“我为企业减负担”专项行动。

本次专项行动为期7个月，要求
各行业协会商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树立大局意识，增强责任感和
紧迫感。市民政部门将按照“能免则
免、能减则减”原则，引导和鼓励行业
协会商会在考虑自身工作实际和发
展需求的基础上，主动减免部分经营

困难会员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
业的会费和其他收费项目。

同时，对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问
题，民政部门将加强与行业协会商会
行业管理部门和发改委、市场监管等
部门协作配合进行严肃查处。专项行
动中，民政部门还将通报表扬一批降
低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效果明显
的行业协会商会先进典型，曝光一批
违法违规收费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业
协会商会负面典型。
（全媒体记者 徐志远 通讯员 汪传文）

“我为企业减负担”专项行动开展
主动减免会费 查处违规收费

本报讯 4 月 9 日上午，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童学军率市人大常委
会执法检查组到市中医医院开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安徽省中
医药条例》执法检查。

市人大执法检查组先后到市中
医医院康复科、医学检验中心等科
室，深入了解检查“一法一条例”贯彻
实施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市
中医医院、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及

相关市直部门关于贯彻实施“一法一
条例”情况的汇报，与相关部门负责
人、民营中医院代表等进行座谈。

市人大执法检查组希望，市中医
医院等相关部门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
与责任担当，合力解决突出问题，创
新方式方法，广泛学习宣传“一法一
条例”，推动社会公众转变旧观念，促
进新形势下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全媒体记者 杨一 通讯员 金琪）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医药
“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童学军率队

本报讯 4 月 9 日下午，“大美
安庆 阳光地产”2021年度安庆市
经营性用地说明会举办，副市长郭
家满出席并致辞。

郭家满在致辞中说，安庆是一座
创新引领、动能强劲的活力之城，是
一座城乡融合、能级跃升的魅力之
城，是一座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
丽之城，是一座包容并蓄、拥抱未来
的潜力之城。当前正在围绕建设现代

化的长三角区域重点城市和带动皖西
南、辐射皖鄂赣交界地区的区域中心
城市的发展定位，提出了一系列支撑
发展的重大工程、重大行动和重大项
目。希望大家携起手来，共享大美安
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

此次说明会重点推出的6宗地块
总面积有 500 多亩，本次活动吸引
80多家知名企业前来参加。

（全媒体记者 陈娟娟）

2021年度安庆市经营性用地说明会举办

共享大美安庆
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
郭家满出席

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的部署和省委安排，安
徽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驻安庆市指
导组对安庆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
作开展驻点指导。指导组进驻期间
设立举报电话：0556—5398267；邮
政信箱：安徽省安庆市0126号信箱；
受理电话时段为每日8:00—20:00。

指导组主要受理反映安庆市及所辖
县（市、区）党委政法委、法院、检察
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干警问题的
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
问题，将按规定交由有关部门处理。

安徽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驻安
庆市指导组

2021年4月8日

公 告

“曹主任，有上进心、会团结人”
“曹主任，办事有耐心、从来没有脾
气”“村里跑项目、调解矛盾，都是曹
主任冲锋在前……”这是4月2日，记
者在望江县赛口镇九华村采访时，听
到的最多的话。

曹竹根于2014年当选九华村村委
会主任职务，因为是女性，村民一开始
并不看好她，但她不气馁，坚持用自己
的努力证明给大家看。在她的带领下，
九华村实现高质量脱贫出列、贫困发生
率降为零，还建起了粮油综合体，实现
了产业稳定、增收持续。

九华村是贫困村，2014年贫困发
生率高达 22%、村集体收入几乎为
零。曹竹根上任后，围绕制度、产
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工作，用女
性独有的智慧和亲和力，调动大家工
作热情和积极性，大力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全力以赴搞好脱贫攻坚。
为了搞清致贫原因，曹竹根拿着资

料挨家挨户走访，了解村民们的家庭状
况、收入来源等。随后，她又马不停蹄为
村民招项目、出点子，帮助村民们就业
创业，同时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
来，通过扶贫夜校、乡村大讲堂等形式，
引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实现
户有致富门路、人有一技之长。在她和
同事的带领下，九华村集体经济不断壮
大，村民收入不断提高，2016年在该县
率先实现出列。她也因此获得望江县

“巾帼带贫先进典型”荣誉称号。
为了让村里的产业实现可持续发

展，曹竹根还和同事一起成功打造了
九华村粮油综合体，用于本村村民的
粮油烘干、储存、大米深加工和植物
油生产，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本地
村民的粮油产品。截至2020年底，九

华村粮油综合体年产大米 420 万斤、
菜籽油 6 万斤，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这既保证了村内群众稳定受益，又为
贫困户解决了就近就业。

2016年，赛口镇汛情突发，曹竹
根冒雨冒水上田间坝头，带领群众积
极防汛救灾，晚上和男同志们一道在
堤坝上巡逻、蹲守，体力不支也不下

“水线”，坚持奋战，把九华村在汛情
期间的损失降到最低，无任何人员受
伤，受到了该镇党委的表彰。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曹竹根冲
锋在前，坚守卡口；上门摸排，不漏
一人。因为忙于工作，家里两个孩子
无人照看，她把大女儿寄宿在学校、
把小儿子送到爷爷奶奶家。“我最愧疚
的就是两个孩子。”她说。

因为工作成绩突出，曹竹根被选
为望江县党代表、市政协委员。为了

履行好职责，她深入基层、开展调
研，力求做到“三到”：脚到，即一家
一户的跑；眼到，即善于用眼去观察
身边事、身边人；口到，即与群众亲
切沟通交流。走访过程中，她发现九
华村小学的教学设施落后、不足以满
足教学要求，于是她立即联系相关部
门，促使该问题顺利解决。

6年多来，曹竹根始终坚持真情
反映民意、真心为民办事。她说“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能为全村群众服
务，我再苦再累也高兴！”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曹竹根：为群众服务 再苦再累也高兴

四月，清晨的山林，薄雾笼罩，
朦胧静谧。在潜山市天柱山脚下的一
间房屋里，天柱山镇林庄村生态护林
员徐世江早已穿上护林巡防服，佩戴
好巡防员红袖章，骑上他的小电驴，
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

“到坟山祭祖做清明，不准烧纸，
不准带香纸鞭炮。买点花，献点花就
可以了。”徐世江一边巡山，一边向沿
途群众宣传护林防火知识。

林庄村共有山场近8000亩，护林
防火及资源管理任务十分艰巨。徐世
江管护的林区位于天柱山景区入口
处，面积 1000余亩。山路崎岖蜿蜒，
人员往来又多，护林防火及资源管理
对于徐世江来说，任务十分艰巨。尤

其是到了防火季节，每天巡山的次数
更是增加到四、五趟。但哪怕再辛
苦，每一次巡山检查，徐世江都不敢
有丝毫懈怠。

“每天巡山护林不能简简单单随便
一走了之，沿途甚至沿门逐户碰到老
百姓，都要宣传护林防火知识。”说起
巡山，徐世江一脸严肃，“所谓十年树
木，如果一片森林遭受了火灾就毁于
一旦，一两年长不起来。”

徐世江的儿子患有精神疾病，需
要照顾，开销也大，家庭拮据。护林
员工资不高，工作条件艰苦，每天还
要早出晚归。曾经有人说他“傻”，但
徐世平却不这么想，“当看到山上一颗
颗的小树长大成林，感到很高兴，也

感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的。”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在大山深处，

徐世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他管护
的树林区域从未发生过大的火灾事故。

“作为一名退伍老兵、老村干、老党
员，自担任护林员以来，工作任劳任怨、
兢兢业业，为生态护林员起到了很好的
示范带头作用。”谈到徐世江，天柱山镇
林业工作站站长孙章节赞不绝口。

多年来，生态护林员徐世江一直
坚守着这片山林，以实际行动践行着
一名老党员的初心使命，保护着这片
绿水青山。

平凡岗位，闪耀别样光彩。徐世
江脚踏实地，始终如一奋斗在生态保
护的第一线，为保护和发展林庄村森

林资源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广大村
干及群众好评。2020年，安徽省林业
局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寻找“最
美生态护林员”活动。经过层层推
荐、初审遴选、网络投票、评审公示
等程序，全省共有10名同志荣膺安徽
省“最美生态护林员”光荣称号，徐
世江名列其中。

潜山市林业局林业站站长朱显才
说：“在潜山，像徐世江这样的生态护
林员共有1446人，这些生态护林员长
期奋斗在生态保护的第一线，从资源
保护到林地管理，从林业有害生物防
控到森林防火，他们以实际行动保护
了绿水青山。”
全媒体记者 刘惠子 通讯员 赵锐

行走青山 与林为伴

本报讯 水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广
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日前，记者
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我市三座微型
水质自动监测站已建成并投入试运
行，目前已初见成效。

4月8日上午，记者在大寨河景观
带看到，青草茵茵，在两岸垂柳的倒
映下，河水更显清澈。旁边的立式图
文显示屏上显示，当天8时，大寨河
水质达到了Ⅳ类水标准，一改治理前
水体黑臭的模样。

最近一段时间，在大寨河景观带
散步的市民发现，这里不知何时多了
一个“铁箱子”，旁边还有一个电子显

示屏，每天更新大寨河水质实时状
况。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这
个“铁箱子”是微型水质自动监测
站，作为试点，目前我市在石塘
湖、大寨河、康熙河三个断面各建
有一座，主要用于实时监控城区主
要水体的水质状况，根据水质变化
趋势及时向各职能部门预警预报，
科学开展水体水质演化分析，辅助
决策水体水量补泄，为我市水环境
治理工作提供重要决策依据。旁边
的显示屏则能看到实时数据，满足
市民对生活环境的知情权，让市民对
水体水质监督拥有更多参与感。

我市地表水体众多，为做好水污
染防治工作，市生态环境局一直对城
区各大水体开展水质监测。受条件限
制，以前只能每月开展一次手动采样
分析。随着微型自动水质监测站建成
试运行，可以实现24小时连续自动采
样分析，无需人工值守，相较于手动
监测更加高效便捷。

“自动水质监测站分析的指标有浊
度、总磷、总氮、化学需氧量等 11
种，其中pH、溶解氧等指标1小时分
析一次，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等指标
4小时分析一次，设备自动从河中取
水分析，获得的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到

‘智慧环保’平台进行大数据分析，有
效完成水质变化监测。”徐开宇说，自
试运行以来，自动监测数据很好地反
映了水质的变化，就拿大寨河来说，

水质基本在Ⅳ类水以上，有时还能维
持在Ⅲ类水标准。

“配套显示屏上能看到水质实时情
况和近几天的水质变化。我们希望以
此推进城区水体水质环境信息公开，
让老百姓对水质进行监督，一旦发现
水质异常或者有污染物，各职能部门
可第一时间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保证
水环境质量。”徐开宇告诉记者，石塘
湖、大寨河、康熙河水体比较重要，
备受市民关注，且都还在治理中，因
此目前在这三处建站试运行。接下
来，市生态环境局将切实抓好监测站
运维工作，根据监测情况增加站点建
设，强化地表水水质实时在线和常态
化监测，不断提升科学治水综合能
力，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
（全媒体记者 项珍 通讯员 周燚）

数字赋能精细化治水

三座微型水质自动监测站试运行

本报讯 4月9日下午，市政协
举行“委员大讲堂”活动。市政协
副主席洪爱敏主持，市政协党组成
员江兴代参加。

大讲堂上，市政协委员、市委
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徐舒媛，
以“讲好安庆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安庆革命史概览”为题，从党
史学习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安庆历
史等方面，为市政协委员、政协参
加单位等人员进行了专题讲座。

洪爱敏指出，“委员大讲堂”作
为“书香政协”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好地展现了委员新风采、新作
为，搭建起了市政协“双向发力”
新平台。全市政协系统、政协委员
要坚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把党史学习教育
的成果转化为“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强大动力，为加快建设新阶段现
代化美好安庆贡献政协力量。

（全媒体记者 徐侃）

市政协举行“委员大讲堂”活动

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安庆故事
洪爱敏主持

4月8日，怀宁县清河乡卫生院医
护人员在为群众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连日来，怀宁县广大干部群众、
企事业职工积极前往指定地点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共同建立起一道强大的
新冠病毒免疫屏障。截至4月8日，怀
宁县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24918 支，
其中接种第一针14724人，完成二剂次
接种10194人。

通讯员 檀志扬 赵南松 摄

接种疫苗

本报讯 4月 8日至9日，安庆
市新闻传媒中心2021年度新闻通联
工 作 会 议 召 开 ， 来 自 我 市 各 县
（市）、区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等
单位相关负责人近百人参加。

2020年，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牢
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内外宣
一盘棋，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用笔触和镜头记录下安
庆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累累硕果，

有力有效服务了全市工作大局，涌
现出一大批优秀新闻工作者和优秀
新闻作品。

2021年，安庆新闻通联工作将
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坚持守
正为本、创新为要，坚持移动优
先，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
战场”，同时进一步壮大通讯员队
伍，共树全市大外宣格局，为新阶
段现代化美好安庆建设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全市新闻通联工作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