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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未来三年，市中心城区将
新建菜市场31处、改造提升菜市场31
处、调转优化菜市场10处，并全面取缔
骑路市场，打造布局合理、管理规范、功
能完善、安全有序、环境良好的标准化
菜市场体系。

这是记者从10月14日下午召开的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2021年
第七次主任（扩大）会议上了解到的，会
议审议通过了市中心城区菜市场“建改

转”规划方案。
长期以来，市中心城区菜市场存在

规划布点不均衡、服务有盲区、建设标
准不高、配套设施不足、卫生脏乱差、停
车难等问题，甚至存在大量骑路菜市
场，市民反映强烈。

根据规划方案，市中心城区菜市场
“建改转”的主要任务是：新建菜市场31
处，其中大观区4处、迎江区10处、宜秀
区10处、安庆经开区6处、安庆高新区1

处；改造提升菜市场31处，其中大观区
6处、迎江区10处、宜秀区9处、安庆经
开区6处；调转优化菜市场10处，其中
取缔5处、拆除5处。同时，按照“还路
于民、还路于城”的要求，将全面取缔华
茂1958、四眼井、荣升街、碧桂园二中等
30个骑路市场，强化菜市场周边占道
经营、流动摊贩、交通秩序管理，确保市
场周边环境良好。

新建、改造提升的菜市场必须按照

标准进行布局建设，原则上要布局在城
市“十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域服务范围
内；按照国家商务部《标准化菜市场设
置与管理规范》《菜市场建设标准》要
求，单个标准化菜市场最低满足“五个
一”功能，即“一厅（交易大厅）”“一室
（检测室）”“一卫（公共卫生间）”“一场
（配套停车场）”和“一房（信息管理和设
备用房）”，建筑面积不小于2000平米。

（全媒体记者 江月）

中心城区骑路市场将全面取缔
未来三年将新建31处菜市场

本报讯 10月 16日至 17日，中
国农工民主党安庆市第十三次代表
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农工党
安庆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周华斌当
选为农工党安庆市第十三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农工党安徽省委专职副主委余
成林，市领导胡红兵、陈明生、李
明月、宋圣军、何家虎，市各民主
党派、市工商联负责人到会祝贺。

余成林代表农工党安徽省委向
大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他指
出，农工党安庆市新一届委员会要
以此次换届为新的起点，团结带领
全市农工党党员，不断加强思想政

治建设、组织建设、履职能力建
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围绕中
心，积极履职尽责、切实发挥作
用，在服务发展中充分展现农工党
的担当作为。

胡红兵代表中共安庆市委向大
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希望，
全市农工党组织及成员在新一届农
工党市委带领下提高政治站位，夯
实共同思想基础；发挥特色优势，
全力服务发展大局；继承优良传
统，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为打造

“五大宜城”、挺进百强城市，加快
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庆而努力奋斗。

（全媒体记者 项珍）

农工党安庆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余成林胡红兵陈明生李明月宋圣军何家虎到会祝贺

周华斌当选为农工党安庆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本报讯 为提高“双招双引”
工作专业化水平，10 月 16 日下午，
我市邀请滁州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吴孝水来宜作招商引资
专题讲座。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花家红主持讲座。安庆经开区管委
会主任吴三九参加。各县 （市、
区） 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
管负责同志等近300人参加。

“招商干部要爱岗敬业，吃苦
耐劳，信心是第一位”“地方政府
要诚实守信，以情招商，方能百
战不殆”……吴孝水结合自身工

作经历，通过大量成功案例，详
细阐述了投资促进创新策略和有
效路径。

讲座结束后，花家红指出，此
次讲座生动风趣，理论联系实际，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花家
红要求，要反复研究，认真领会，
在学中干，在干中学，不断提高招
商引资工作专业化水平和能力，不
断开创招商引资工作新局面，为打
造“五大宜城”、挺进百强城市，加
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庆多做贡献。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全市招商引资专题讲座召开

提高招商引资工作专业化水平和能力
花家红主持

本报讯 10月 17日上午，安徽
省第三届职业院校“BIM应用”技能
大赛暨第四届全国装配式建筑职业
技能竞赛闭幕式在安庆职业技术学
院举行，副市长杨林出席，并为获
奖团队颁奖。

本次大赛由安徽省职业与成人
教育学会、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省“1+X”建筑信息模型（BIM）证书联
盟等单位联合举办，共有来自31所院
校的55支队伍参加了建模与深化设
计、施工策划、模板脚手架工程设计、

5D项目管理等四个赛项的角逐。获
得综合奖前三名的队伍将晋级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第四届全
国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竞赛建筑信
息模型技术员（学生组）全国总决赛。

BIM即建筑信息模型，举办该类
比赛将推动安徽省职业院校BIM实践
教学，加快BIM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展
示和提升安徽省土建类相关专业学
生的技能水平、综合素质，培养满足
工程建设所需的BIM应用人才。
（全媒体记者 白萍 通讯员 闻胜海）

省职业院校“BIM应用”技能大赛在宜闭幕
杨林出席

本报讯 连日来，望江县多位县
级河湖长奔赴各自责任段巡河巡湖，
为即将开展的第四季度“五清四乱”
整治专项行动做好准备。

今年以来，该县紧扣“水质向好、
生态更优、勇争前列”主线，以“人居环
境”“五清四乱”整治等专项行动为抓
手，推动河湖水面、岸上岸下、上游下
游协同治理，目前已创建市级幸福河
湖60处，计划今年再创建市级幸福河
湖40处，并深入推进武昌湖、拦杆湖
等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扎实推进水生
态环境治理，提升全县河湖水系水质，

推动全县水环境水生态持续改善。
近年来，望江县不断总结“百日

攻坚”净河行动和“五清四乱”专项行
动经验，积极探索河湖管护方法，相
继完成了义胜圩矮圩铲除、9处河湖
连通等整治河湖历史遗留问题；按时
完成了武昌湖、泊湖两个涉湖乱建问
题整改销号工作；持续加强长江（望
江段）采砂管理，完善联合监管机制、
联动执法机制、定期会商机制，形成
采砂监管合力，对非法采砂行为保持
了高压严打态势。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朱岳林）

望江将再创市级幸福河湖40处
深入推进武昌湖等重点流域生态保护

本报讯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桐城市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以群众的满意度、获
得感作为检验“我为群众办实事”成
效的重要标准，坚持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问效于民。截至目前，桐城市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已征集问
题9347件，解决问题8953件。

问需于民，把群众的“小问题”
汇成“大清单”。该市结合实际察民情

访民意，通过走访调研、召开座谈会
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分类收集
整理群众反映的问题，提出“我为群
众办实事”项目清单。在党史学习教
育过程中，孔城镇结合“进千户、访
千企”走访调研，开展“干部走一
线，专班解难题”活动，成立14个专
班，深入村、组、群众家中，走进企
业车间、工地，了解群众所需所盼，
掌握企业经营状况，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截至目前，已经征集问题681
个，解决问题595个。

问计于民，把群众的“土办法”
变成“金点子”。该市在2021年老旧
小区改造过程中，组织老旧小区业主
代表成立“红色监理团”，从项目方案
设计到施工建设、竣工验收，全程参
与，基础类、完善类和提升类建设内
容的同步规划，老旧小区“改什么”

“怎么改”，由小区居民说了算。截至
目前，该市共改造36个老旧小区，涉
及住户2818户。

问效于民，把群众的“满意度”
当作“试金石”。“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开展以来，该市着力保障基
层民生，解决居民出行难、企业用工
难、就业创业难等问题；着力深化政
务服务改革，完善办事流程，规范审
批行为，提高办事效率，以实实在在
的办事成效来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安
全感和满意度。桐城市数据资源管理
局上线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缴费”“有线电视安装申请”等便民
服务事项，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截
至目前，桐城市长三角政务地图有效
访问量达352192人次，有效用户量达
15864人次，办件量达3000余件。

（通讯员 潘月琴 朱璇）

“三问”办好民生实事

桐城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8953件

·我为群众办实事

10 月 15 日，迎江经开区园区企业
安徽容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
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忙生产。

该公司是迎江区招商引资重点企
业，今年9月份正式投产，项目为园区
打造光电产业链发挥重要的补链和延
链作用。项目总投资1亿元，预计年产
贴片铝电解电容 10 亿支，固态电容 5
千万支。

今年以来，迎江区持续加大“双
招双引”工作力度，目前落户亿元以
上工业项目 18 个，总投资 95.4 亿元；
在谈 5 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建成、在
建的工业承载平台16.7万平方米。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杨磊 摄

绘出产业发展

好“链图”

本报讯 本月起，符合条件的灵
活就业人员可自愿以个体身份申请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新政将灵活就业人员分为四类：
依托电子商务、网络约车、网络送餐、
快递物流等新业态平台实现就业，且
未与新业态平台企业建立劳动关系
的新型就业形态从业人员；个体工商
户及其雇工；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国家
和我省规定的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新政拓宽了新业态等灵活就业
人员参保渠道，取消了灵活就业人员
户籍参保门槛。符合条件的灵活就

业人员，可按规定在全省范围内自主
确定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地
点。安徽省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凭
有效身份证件在户籍地、就业地或居
住地参加养老保险；非安徽省户籍灵
活就业人员，凭有效身份证件在就业
地或居住地参加养老保险；港澳台籍
灵活就业人员，凭港澳台居住证在就
业地或居住地参加养老保险；个体工
商户除按照上述三项自主选择参加
养老保险地点外，也可在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地参加养老保险。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吴祚超）

取消户籍参保门槛

灵活就业人员可参加养老保险

大观区

（4个）

迎江区

（10个）

安庆高新

区（1个）

四眼井规划菜市场（补短板新建）

免锣巷规划菜市场（补短板新建）

荣升街规划菜市场（补短板新建）

置地百悦华府地块菜市场

文苑路东侧规划菜市场（补短板新建）

杨家山路规划菜市场（补短板新建）

辉煌新村规划菜市场（补短板新建）

水岸花都净菜市场

迎江府小区净菜市场

曙光苑景菜市场

新河花苑菜市场

中梁滨江壹号菜市场

碧桂园一期菜市场

万兴宜城江来地块菜市场

山口还建点菜市场

宜秀区

（10个）

安庆经开

区（6个）

大桥C-8-2地块规划菜市场（补短板新建）

吴嘴小区规划菜市场（补短板新建）

永安公馆净菜市场

圣埠棚户区还建房菜市场

碧桂园东方印菜市场

清华府菜市场

永林小区一期菜市场

恒大中央公园菜市场

眉山还建点菜市场

机场大道棚户区改造安置小区菜市场

方兴苑规划菜市场（补短板新建）

十里春天菜市场

和谐佳苑菜市场

西湖片改造项目菜市场

和平苑菜市场

YJ10-1901万达地块净菜市场

大观区

（6个）

迎江区

（10个）

工农街菜市场

花亭菜市场

湖滨菜市场

四方城菜市场

海口镇临时菜市场

化建菜市场

康熙河华安菜市场

水师营菜市场

棋盘山路菜市场

红旗小区菜市场

墨子巷王府菜市场

永安菜市场

康熙左岸菜市场

安庆绿洲菜市场

顺安南苑菜市场

安庆市龙狮桥菜市场

宜秀区

（9个）

安庆经开

区（6个）

叶祠菜市场

南山园菜市场

春熙街菜市场

同庆北苑菜市场

朝阳路祥盛菜市场

祥和菜市场

大枫菜市场

杨桥临时菜市场

安庆罗岭菜市场

回祥菜市场

天宝菜市场

古树新苑菜市场

东方虹城菜市场

舒巷菜市场

新桥佳苑菜市场

大观区（3个）

迎江区（3个）

宜秀区（1个）

安庆经开区（2个）

安庆高新区（1个）

四眼井菜市场

免锣巷临时菜市场

戏校南路菜市场

少年宫东路临时菜市场

余桥社区菜市场

潜江路临时菜市场

圣埠临时菜市场

方兴苑临时菜市场

忠德菜市场

山口庙岭集镇菜市场

已停业，取缔

拆除

取缔

拆除

取缔

取缔

拆除

拆除

取缔

拆除

新建菜市场31处 改造提升菜市场31处

调转优化类菜市场10处 最低满足“五个一”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