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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10月18日，一位怀宁县
的驾驶员在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协助下，通过“跨省通办”顺利完成了
相关申请事项。

当天，该驾驶员来到市政务服务
中心交通运输局交通窗口，申请办理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诚信考核”业
务，因该驾驶员未携带驾驶证，按照
相关规定不能当场办理。窗口工作
人员根据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跨
省通办”有关要求，耐心指导驾驶员
进入“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
系统”，经实名认证等手续后，该驾驶
员顺利完成了申请事项的办理。

自今年8月份市道路运输高频服
务事项“跨省通办”工作开展以来，市
交通运输局窗口工作人员已指导百
余名货运驾驶员，完成了道路运输从
业资格证补发、换发、变更、注销及诚
信考核等5项高频服务事项“跨省通
办”，解决了驾驶员来回跑、耗时长、
不方便的问题。

接下来，市交通运输局将做好道
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补发等业
务办理，强化业务培训，全面提升道
路运输政务服务水平。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
员 章晓丽）

百余名驾驶员享受“跨省通办”服务

本报讯 深秋时节，走进怀宁
县高河镇査湾村研塘组，200多亩荷
花争相绽放，十多名村民正忙着采
收新鲜青翠的莲蓬。今年，查湾村
1600亩莲子种植基地莲子预计产值
超200万元，小小的莲子成了村民致
富的“金豆豆”。

“脏乱差现象已成为过去，现在
家门口像公园一样，住在这里很舒
适。”村民查卫东高兴地说。查湾村
以人居环境整治带动乡村旅游和产
业发展，不断焕发“美丽经济”新活
力。该村先后引进3家农家乐，以及
垂钓中心、休闲养殖场等，村集体经
济年收入超过50万元，并解决了当地
200多名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昔日“脏乱差”，如今“洁净美”。
查湾村的美丽蝶变，仅仅是高河镇实

施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
在振兴乡村的进程中，高河镇不

断创新工作思路，下大力气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美化绿化
亮化。同时，该镇以 4000亩荷花基
地、海子“童话广场”、双牧影视基地
等为依托，把农村的风景、分散的资
源串成线、集成团、连成片，打造宜
居、宜行、宜游、宜业的“荷花文旅小
镇”，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我们把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旅
游紧密结合起来，把乡村旅游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着
力打造各村各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名
片，推动了产业振兴，带动了农民
致富，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高
河镇副镇长刘晓勇说。

（通讯员 檀志扬 陈媛）

高河：环境美了 日子红了

本报讯 自今年7月1日，我市电
梯应急救援处置平台建成投用以来，
目前已覆盖我市城区6801台在用乘客
电梯。截至9月底，该平台共受理电
梯应急事件320起，其中，处置困人
事件147起，解救被困乘客221人。

8月 13日 18时 14分，宜秀区迎宾
东路太昕广场世纪缘国际酒店西侧电
梯发生故障，11人被困，12分钟后救
出；8月23日19时28分，辉煌路与祥
和路交叉口西北角新桥佳苑12号楼 1
单元东侧电梯故障，救援队4分钟到
达，9 分钟后救出 8 人……今年 8 月

份，我市电梯应急救援处置平台接到
市区救援报告58起，解救人员99人。

近年来，我市电梯保有量以年均
20%左右的速度增长，截至目前，全
市在用电梯达1.4万余台。目前，我市
电梯安全形势虽总体保持平稳，但电
梯非正常停用、困人等故障问题也日
益凸显，仅 110、119平台转办的城区
电梯困人事件每年就在100起左右。

2020年6月，市市场监管局在深入
走访调研和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着
手筹建全市统一规范的电梯信息管理、
科学快速应急救援处置和故障分析报

警平台（“电梯应急救援处置平台”）。
该平台属“云”平台（无需人工值守），电
梯应急专线为96366。

市市场监管局对城区电梯采用一
梯一码方式，由市电梯应急指挥中心
数据库一一对应，不仅能开展电梯日
常维保信息动态监管、故障问题大数
据分析，更能做到对事故电梯准确定
位，实现救援、报警、受理、精准处
置“一体化”。

为进一步提高电梯困人应急处置
效率，我市还组建了三级应急救援网
络：一级救援，“96366”接警平台通
过电话和短信方式通知电梯签约维保
单位赶赴现场实施救援；当出现

“96366”接警平台联系不上电梯维保
单位等情形，立即启动二级救援，二

级救援由两家规模较大、技术力量较
强的电梯维保单位义务承担，两公司
接“96366”接警平台通知后，及时安
排专业人员在规定时间内赶赴现场实
施救援；当一、二级救援队伍在规定
时间内无法完成救援的，“96366”接
警平台将启动三级救援，通知市场监
管部门，会同检验技术专家加入救
援，同时与 110、119联动，确保被困
人员及时获救。启动二、三级救援
后，市场监管部门将在事后开展调
查，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将立案处理。

自该平台投用以来，我市救援人
员到达现场平均用时9分钟，现场实
施救援平均用时5.4分钟，均低于国家
相关规定。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汪林）

电梯应急救援处置“云”平台成效初显
三个月已处置困人事件147起 解救221人

本报讯 截至9月底，宿松县完
成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资金拨付
5559.4万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9460人次。

今年，该县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
费目标任务为7010.4万元，截至9月
底完成资金拨付5559.4万元。其中，
发放学前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幼儿
资金133万元，资助幼儿2652人；发
放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
活补助资金560万元，补助义务教育
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3676人；发
放中职、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补助资金1106万元，补助中职、普通

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3132人次。
该县扎实实施学前教育、中小

学及中职学校教师培训，前9月完成
幼 儿 教 师 培 训 164 人 、 完 成 率
122.39%，完成中小学教师和校长培
训690人次、完成率115%。

校舍维修改造方面，今年该县
共实施项目71个，截至9月底完成
维修改造面积48720平方米，完成投
资2152万元，完成率100%。计划新
建和改扩建公办幼儿园4所，目前已
全部开工。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
员 高灿文）

宿松前9月资助贫困学子近3万人次

10月15日方先生反映：其在龙狮
桥菜市场购买猪肉，回家发现装猪肉的
袋子里有水，怀疑商家注水，请市场监
管部门加强监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下线后，
迎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与龙狮桥
菜市场管理人员一起对所反映的问题
进行现场核查。检查中发现市场内销
售的猪肉产品“两证两章一报告”、进货
票据等齐全，现场未发现注水现象。

下一步，执法人员将加大巡查力
度，并要求猪肉经营户强化自律意识，
落实主体责任。另外，各农贸市场民生
工程快检室将加强猪肉产品快速检测
工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相关规定，依法处置违法违规

行为，严禁不合格猪肉及其制品流入市
场、摆上餐桌。

10月16日胡先生反映：在观看有
线电视的过程中经常出现黑屏、花屏
现象。

中国广电安庆分公司回复：对于
所反映的问题，中国广电安庆分公司
已于上午 8 点半和用户取得了联系，
并安排工作人员上门于9点15分为其
更换了新的机顶盒。用户已留存工作
人员的手机号码，后期再出现此类问
题可立刻联系工作人员上门服务，以
求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10月17日李先生咨询：碧桂园三
期小学何时动工？

迎江区政府回复：2021 年 1 月 22

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市
城区中小学建设“补短板”等工作，将碧
桂园三期小学列入2021年市本级投资
公益性项目建设计划。2021年4月，安
庆碧桂园三期小学地块控制性详细规
划（草案）公示已经完成。目前，迎江区
正在请求市政府解决碧桂园三期小学
建设资金相关事宜。

10月17日谢先生反映：其房屋被
人民路综合改造工程征收后，至今未
安置。

迎江区政府回复：该项目征收于
2014年 3月启动，因该地块安置房建
设一直未能启动，目前尚有住宅 70
户、非住宅28户未还房安置。经与市
土地储备中心进行梳理、研判和分析
后，拟采取以货币安置为主，产权调
换安置为辅的安置方式进行安置，货
币安置价格由具有评估资质的评估公
司评估结果为准，产权调换安置由市
土地储备中心在市政府建设的安置点
结余房源中给予安置。

房屋被征收 何时能安置？
迎江区政府：拟以货币、产权调换两方式安置

本报讯 10月18日下午，安庆综
合保税区预验收工作会议召开，安庆
综合保税区经过一年的建设顺利通
过预验收。合肥海关副关长谢国柱、
副市长杨林出席预验收工作会议。

预验收工作组在认真听取汇报、
现场勘验后认为，安庆综合保税区基
础和监管设施等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同意通过预验收，申请海关总署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联合验收组对
安庆综合保税区进行正式验收。

杨林表示，安庆综合保税区顺利
通过预验收，是我市积极构建“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又一重要成果体
现，必将为推动全市开放型经济发展
迈上新台阶，实现“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他要求，要以
此次通过预验收为契机，严格按照预
验收工作组的整改要求和工作建议，
坚持高点定位、对标一流，不断提升
安庆综保区的综合竞争力和创新力，
努力将安庆综保区建设成为长江中
下游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
（全媒体记者 江露露 通讯员 胡忠）

我市综合保税区顺利通过预验收
杨林出席预验收工作会议

10月17日，在宜秀区白泽湖乡大枫
社区一家智慧养殖基地，工作人员将饲
料洒入“跑道”中。

“跑道养鱼”是一种池塘内循环养殖
模式，将传统池塘的“开放式散养”变为

“集约化圈养”，使“静水”池塘实现了“流
水”养鱼。通过24小时机械造浪造流，在
改造升级的池塘里形成环形水流，水流
流经水槽，能在“跑道”内对鱼苗进行集
中喂养，又能利用水流将排泄物集中到
一个槽内统一处理，实现了集中养殖、集
中吸污、集中处理，达到养殖尾水零排
放、养殖密度和品质“双提升”。

该基地养殖水面约26亩，通过“跑道”
养殖的鲈鱼、鲫鱼售价相比市场价分别提
高30%和10%，预计年收益近200万元。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方华 摄

“跑道养鱼”

助农增收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10月18日中午，市疾控中
心发布最新健康提示，10月17日起，从
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的航班来（返）宜
的人员须接受核酸检测，建议从外省旅
游、出差返宜后主动做一次核酸检测。

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10月17
日起，从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的航班
来（返）宜的人员，须按照我市疫情防控
要求接受核酸检测，并自抵宜日起开展
14天自我健康监测。我市将根据疫情
形势动态调整该项防控措施。

10月 2日以来有甘肃张掖市旅居
史，6 日以来有内蒙古阿拉善盟旅居
史，14日以来有甘肃嘉峪关市旅居史，
15 日以来有陕西西安市旅居史的来
（返）宜人员，应第一时间落实“双报
告”，即向所在社区（村）或入住酒店报
告，有工作单位的同步向所在单位报
告，并配合落实相关管控措施。

从外省旅游、出差返宜后，建议
主动做一次核酸检测，并开展14天自
我健康监测，期间一旦出现发热、干

咳、乏力等可疑症状，应做好防护，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尽快到就近
的发热门诊就诊。

市疾控中心提醒，全市各宾馆、
酒店等提供住宿场所单位必须落实对
所有入住旅客测温、查验健康码和行
程码，发现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
旅居史的入（返）宜人员要及时向所
在社区（村）报告，并配合落实相关
管控措施。

车站、码头等要加强排查管控，严
格落实测温、查验健康码，采取各种形
式提醒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旅居
史的入（返）宜人员主动报告。

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民众近期
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

市，如必须前往，务必提前向所在社
区（村）以及所在单位报备，并做好
个人防护，返回后按要求配合落实相
关管控措施。

广大民众应加强自身防护，坚持规
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如出现
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
腹泻等症状，应及时佩戴口罩，第一时
间到发热门诊就诊，就医过程尽量避免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因瞒报、虚报或未按规定落实防控
措施，引发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风险或其
他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责任。

10月17日，陕西省西安市通报2例
外省游客核酸检测阳性病例，轨迹涉及
甘肃张掖和嘉峪关、内蒙古阿拉善盟、
陕西西安等旅游城市。

（全媒体记者 白萍）

陕西发现两例阳性病例 曾旅居甘肃、内蒙古多地

相关地区来宜人员须落实“双报告”
10月2日以来有甘肃张掖市旅居史，6日以来有内蒙

古阿拉善盟旅居史，14日以来有甘肃嘉峪关市旅居史，15
日以来有陕西西安市旅居史的来（返）宜人员，应第一时间
落实“双报告”

10月17日起，从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的航班来（返）
宜的人员，须按照我市疫情防控要求接受核酸检测，并自
抵宜日起开展14天自我健康监测

本报讯 10月15日至16日，副市
长刘克胜出席2021中国·合肥苗木花
卉交易大会开幕式并巡视苗交会安
庆展区。

在安庆特装展区，刘克胜仔细查
看展区总体布局和展品设置情况，要
求展区布局不仅要展示我市生态建
设尤其是林长制改革成果，更要展出
我市林业产业特色，尤其是林木良种
等林业科技成果，让高科技赋能林业
高质量发展。

在销售展区，刘克胜与参展单位
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各地苗木花卉及
林特产品生产、销售情况，鼓励参展
企业勇于创新、拉高标杆，并要求各
地各相关部门整合要素资源、落实高
效服务，打造三产融合高效林业基
地，做大做强安庆林业品牌，让广大
人民群众共享生态红利。

今年苗交会采取“线上+线下”办展，
我市共组织28家林业经营主体参展。

（通讯员 蔡俊 程海国）

刘克胜在巡视合肥苗交会安庆展区时要求

做大做强安庆林业品牌
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