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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4月8日，安庆高新区组
织党团员和学生代表到山口乡百子山
村开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活
动。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庆
高新区因地制宜，充分挖掘本土红色
教育资源，以文物保护遗迹为爱国主
义教育阵地，不断丰富学习载体，创
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我们看到这里有个石刻，‘殺
（杀）尽汗（汉）奸’，这是1944年抗
日游击队员刻上去的。其中‘杀’是
繁体字，‘汉’的繁体字用錾子不好
刻，就用‘汗’代替了，不影响字

意。”在安庆高新区山口乡百子山村，
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海元指着一处文物
保护遗迹向参加活动的党团员和学生
代表介绍道，1938年，我国正处于抗
日战争时期，当年 6 月，安庆沦陷，
日本鬼子在据点驻扎，百子山正好处
在几个据点的中间部位，群山环绕、
地势险要，抗日游击队员就藏身于
此。当时汉奸活动频繁，为了震慑敌
人，游击队员在进山要道上刻字，彰
显抗日决心，就像一把利刃插入了敌
人的心脏。

“听家里长辈们说，当时日本鬼子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这里在党的

领导下成立了百子山支部，与敌人抗
争。支部书记是戴曾三烈士，带领游
击队员在这杀了18个汉奸。后来由于
叛徒出卖，游击队总部暴露，戴曾三
为了掩护其他游击队员逃跑，被敌人
抓住，受尽酷刑，英勇就义。”刘海元
说，后来当地村民将戴曾三遗体偷
回，葬在了附近的纱帽山上。现在，

“杀尽汉奸”石刻和烈士墓都成了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

“没想到我们村还有这么悲壮的抗
日故事。”山口学校八年级学生刘雨告
诉记者，“革命先烈为了抗战胜利，英
勇作战，抛头颅洒热血，建成了社会

主义新中国，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
福生活。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们要时
刻铭记历史，加强学习，增强本领，
报效祖国。”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我们充分挖
掘身边的红色资源，以此带动旅游发
展，促进乡村振兴。”安庆高新区党群
工作部相关人员说，该区将用好用活
本土红色资源，组织开展特色鲜明、
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营造学史
懂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浓厚社
会氛围，推动广大党员群众从党的光
辉历史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
（全媒体记者 项珍 通讯员 陈嵩）

安庆高新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重温红色记忆 砥砺奋进前行

“郭志办事，我们放心。”“老郭
还是军人作风。”“老郭，是我们街道
的‘拼命三郎’。”这是记者在桐城市
文昌街道采访时，听到的对郭志的普
遍评价。

今年43岁的郭志，在西藏当过6
年兵，在部队荣立两次三等功，2001
年他退伍转业到桐城市文昌街道。

日行3万步抓创建

皮肤黝黑、双手粗糙，身体壮
实、走路带风，衣装整洁、面露憨
笑，目光如炬、说话斩钉截铁。这是
郭志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文昌街道辖8个社区、6个村，常
住人口近 7 万人、流动人口超 20 万

人，管理难度较大。近些年，桐城市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这给文昌街道的
干部们带来了极大挑战。“文明创建，
人少事多，尤其是历史遗留问题多。”
该街道党工委书记疏波说，“还好我们
有郭志。”

作为街道创建办主任，郭志每天
早上6点半就要出门，一天要走近3万
步。他的足迹踏遍辖区内的每一寸土
地、各个角落，哪里存在乱停乱放、
哪里垃圾成堆他都一清二楚，他也成
为了文昌街道的“活地图”。“文明城
市创建的路，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
他说，只有通过徒步察看，才能发现
文明创建中的一些细小“死角”和

“盲区”，及时解决问题。
文昌街道是主城区、老城区，违

法建筑、违法设施多。文明城市创建
过程中，拆违成了令人头痛的事情。

为了做好拆违工作，白天郭志耐
心接待来访的群众，及时解决群众反
映的热点难点问题，遇到群众不理解
的地方，郭志都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力求让他们明白拆违的目的和意

义，增强群众自觉拆违的积极性。晚
上夜深人静时，郭志还要对当天工作
中可能存在的隐患和不足进行梳理，
并谋划好第二天将要开展的工作。

在郭志的带领下，文昌街道近年
来的拆违工作实现了“零上访、零纠
纷、零补偿、零强拆、零出警、零安
全事故”。

身先士卒抓抗疫

2019年 8月至2020年 6月，郭志
到该街道建设社区担任党总支第一书
记。短短10个月，郭志通过扎实开展
整顿，使建设社区“软弱涣散党总
支”实现摘帽，社区重新焕发活力。

郭志任职期间正处于疫情防控关
键期。他没有丝毫犹豫，告别亲人，
火速到岗投入疫情防控一线。“防控疫
情，就是与时间赛跑。”在社区召开的
疫情防控工作会上，他这样说道。

建设社区有三条主要干道延伸到
桐城市中心，多个路口通向背街小
巷，在疫情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晚一

分钟到路口检查，就有可能导致疫
情蔓延。“全员在岗，24小时坚守岗
位，生命重于泰山。”郭志发动社区
所有工作人员，1个小时内封闭所有
路口，各个小区设立监测点，24小时
对过往车辆、行人进行检查、登记、
消毒……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我不要
玩具了，我只要你陪我玩。”电话那
头，传来小女儿稚嫩的声音。“爸爸
在外面打怪兽啊，怪兽太可怕了，我
要跟妈妈一起消灭他们。”电话这
头，郭志这样回答小女儿。郭志的爱
人是桐城市一家医院的护士，疫情防
控期间，夫妻俩连年夜饭都没来得及
吃，便匆匆赶往各自的岗位，坚守在
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两个孩子则丢给
爷爷奶奶带。

20年来，爱岗敬业的郭志多次获
评桐城市及文昌街道“优秀共产党员”

“先进工作者”。“我将不忘军人本色，继
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巩固提升创城
成果，为美丽文昌增光添彩。”郭志说。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郭志：不忘军人本色 真情服务群众

本报讯 今年一季度，市“三车
办”共出动执法车辆600辆次、联合执
法人员2000人次，查处违法违规运输

“三车”（即渣土车、建材车、混凝土搅
拌车）130余辆次，处罚10余万元。

4月9日下午，市“三车办”联合
执法人员在环城西路设卡检查过往

“三车”时，查获一辆涉嫌超限超载建
材车。市“三车办”联合执法人员程
和长介绍，该辆运送石子的大货车在
运输过程中未做到平装覆盖，造成沿
途泼洒，还涉嫌超限超载，“我们将把

该车移交给市交通行政综合执法支
队，然后根据超限超载检测站过磅检
测结果，做进一步的处理。”

今年以来，市“三车办”采取定点
设卡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
并通过“四班三运转”的上班制度，全
天候对“三车”进行严格管控。执法
人员还到各建筑工地和建材货运单
位开展宣传，督促其依法规范运输，
保持车身及工地出入口路面整洁，

“三车”整治取得了良好效果。
（全媒体记者 杨一 通讯员 陈林）

定点设卡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

130余辆次违法违规“三车”被查处

本报讯 4 月 9 日，记者从市人
社局获悉，我市2020年度新增企业退
休人员养老金预发调整工作已完
成。2021年3月底，对2020年度新增
企业退休人员预发的养老金重新进
行了核算调整，差额部分随4月份养
老金一次性发放到位。

全市符合本年度预发调整的企
业退休人员共12109人，共需补付养
老金1772.58万元，人均月调整197.22
元。其中，市本级6013人，需补付养
老 金 1013.95 万 元 ，人 均 月 调 整 额

230.13元。
我市2021年度新增企业退休人

员也暂按2020年度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计发基数进行了同步调整，并继
续实行养老金预发，待2021年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计发基数公布后重新
进行核算调整。养老金预发调整的
差额与基本养老金计发基数增幅、本
人累计缴费年限、视同缴费年限及缴
费水平等因素有关。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汪林）

2020年度新增企退人员
养老金人均上调197.22元

本报讯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由市
委宣传部主办，市新闻传媒中心、安
庆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承办的2021年
安庆市全民阅读主题演讲大赛4月8
日正式启动。

本次大赛以“读党史、守初心、担
使命”为主题，全市党政机关干部和
社会各界群众在阅读学习《论中国共
产党历史》《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
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
等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读物的基础
上，用好用活本地红色文化资源，以
视频的形式开展演讲。

市新闻传媒中心将在掌上安庆客
户端设立投票点赞系统对参赛作品进
行展示，广大干群可通过该系统对参
赛作品进行投票点赞。大赛组委会评
审小组将依据参赛作品网络点赞和评
委评审进行综合评定，最终评出各奖
项，获奖作品将在掌上安庆新闻客户
端展播。 （全媒体记者 方文）

读党史 守初心 担使命

全民阅读主题演讲大赛启动

本报讯 长江岸线林木枯死了，
诉前检察建议发出了，相关职能部门
履行复植恢复义务了吗？复植效果
如何？4月6日，大观区检察院检察
官来到此前因灾受损的金海口码头
查看苗木恢复情况。

2020 年 7 月，受持续强降雨影
响，长江岸线大观段海口镇金海口码
头新造林绿化苗木遭受严重灾害。
该新造林地处长江岸线 1 公里范围
内，对长江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2021年1月，该院第二检察部检

察官发现线索后及时启动公益诉讼
程序，依法向林业主管部门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4月6日，第二检察部
的检察官们来到金海口码头新造林
现场开展“回头看”，现场已新造林
面积20余亩，补种杨树400余棵。

下一步，该院将进一步立足公益
诉讼职能，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做实
事”实践活动，做好公共利益代表，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全媒体记者 周国庆 通讯员

丁延君）

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

因灾受损苗木恢复“回头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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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0日，民警向市民讲解国家安
全相关知识。

在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即
将到来之际，市公安局迎江分局大南门
派出所、宜城路街道办事处联合开展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
设立街头宣传点、悬挂宣传标语、发放
宣传法律资料、解答群众咨询等形式，
向市民介绍各类常见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提升大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侯勇 摄

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

本报讯 在大棚里种菜养花不是
个新鲜事，但大棚养鱼怎么养？收益
如何？望江县雷池乡通过“解锁”这
一新模式，成功开辟了增收致富的新
路径。

在望江县雷池乡青草湖社区，连
排成片的鱼塘一个挨着一个，甚是壮
观。在该社区特种水产养殖温控大棚
基地里，一个个巨大的钢网结构式大
棚格外引人注意，白色塑料薄膜被整
齐地收拢在棚子的顶端，棚子下方是
鱼塘或虾塘。

“别看这个鱼塘不大，里面养了
一万两千多尾鲈鱼呢。”4 月 6 日下

午 4 时，大棚管理员徐斌准时出现
在塘边，他用自动投饵机撒下饵
料，鱼群“蜂拥而至”，水面顿时热
闹起来。

这是雷池乡整合 11 个村 （社区）
450万元的扶贫资金，于2018年建成
投用的特种水产养殖温控大棚基地项
目。整个基地目前建有4个大棚，每
个大棚里有两个塘口，一条水泥路贯
穿而过，路旁两米高的位置架设有供
暖管道，喂食增氧测温、水质净化循
环等配套设施齐全。

大棚建好后，由该社区水产养殖
大户胡学苗承包，“搞水产养殖，水

温低于10度以下，鱼类基本上就不吃
食了，生长速度放缓，因此传统的水
产养殖一般一年只养‘一季’，春天
放苗，冬天捕获，产量不高。”胡学苗
介绍，在大棚里养鱼，通过保温塑
料薄膜和供暖管道调节温度，哪怕
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水温也能控制
在15度以上。

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多轮试
验，胡学苗决定投放鲈鱼、黄颡鱼、
罗氏沼虾3个品种，目前已形成稳定
养殖模式，“这些鱼虾品种市场需求量
大，但对气候水温要求比较高，比如
罗氏沼虾，10度以下就开始死亡，所
以本地养殖的不多。”

大棚解决了特色鱼虾养殖的温度
问题，养殖周期从一年“一季”增加
到“两到三季”，产量翻了一番，仅去
年 4 个大棚年产鱼虾就有 28 万斤左

右。“每次拉网捕鱼的时候，买家就等
在塘口上，完全不愁卖。”胡学苗说。

胡学苗每年向雷池乡缴纳项目总
投资额的6%作为固定分红，这份收益
由全乡11个村(社区)共享。大棚投产以
来，每个村 （社区） 每年都会获得2
万元以上的收入，平日里塘口的管
理、鱼虾捕获的时候还能带动周边不
少群众就业。

“该基地还为包括脱贫户在内的
20余户农户提供优质种苗，并提供免
费的养殖技术与销售服务，带动他们
共同发展。”雷池乡宣传委员童小兵表
示，接下来，雷池乡将进一步扩大大
棚水产养殖面积，选优鱼虾品种，提
高养殖质量和产量。同时，进一步加
强技术创新和探索，促进传统水产养
殖业转型升级。
（全媒体记者 白萍 通讯员 方明）

雷池“解锁”大棚养鱼新模式
每年可养“两到三季” 产量翻一番

（上接第一版）加强对革命文物的统
筹规划、资源整合、保护修复、展
示传播，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
运用好。要进一步挖掘活化利用好
安庆红色资源，深化对大别山精
神、渡江精神等价值内涵的提炼阐

释，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砥砺奋
进的精神力量；要注重抓好青少年
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安庆大地上的
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
事，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
承。 （全媒体记者 江月）

本报讯 2021年3月份，安庆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进场交易
（开标） 项目181项 （含网上商城），
交易额8.38亿元。

其中，建设工程项目成交 14

项，交易额1.97亿元；政府采购项目
成交154项，交易额1.33亿元；产权
交易项目成交 5 项，交易额 0.2 亿
元；土地交易项目成交8项，交易额
4.88亿元。 （通讯员 周苗苗）

3月份市级公共资源交易额达8.3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