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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我市优化社区居家养老提高老年
人生活品质。补齐设施短板。将2万平方米存
量房产无偿交由社会力量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落实新建小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要求，全市城
区配建总面积15.4万平方米，配建率达100%。
推进智能服务。成功争取省级“城市大脑”应用
试点项目，投资1200万元建成市级养老服务信
息平台，涵盖10大模块、4个应用场景，生成各类
数据150万条。开展“智慧养老社区”建设试点，
为高龄、空巢老年人配置智能移动终端396台
（套）。强化人力支撑。支持安庆医专、职业技
术学院等开设养老康复服务专业，推动设立健
康养老学院，引导高校毕业生入职养老行业。
实施养老服务人才“555”培训计划，培训养老服
务组织和养老机构负责人、专业养老护理和家
庭照护者、志愿者5500余人次。 （民政）

我市优化社区居家养老
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

本报讯 我市着力推进城市建设领域重
点工程安全生产。警示学习。组织60余家施
工单位、监理单位，召开现场施工作业人员安
全警示教育专题会议40余次，剖析全国各地发
生的典型生产安全事故案例。组织学习《安全
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发放各类宣传材料120余
份。健全制度。制定完善并督促落实《安全风
险点查找指导手册》等10余项制度规范，督促
30多家施工单位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将安
全生产目标管理工作纳入工程项目管理全过
程。强化巡检。组织开展“安全隐患大起底大
排查大整治”。今年以来，检查重点工程34个，
假日期间督查暗访9次。 （重工）

着力推进城市建设领域
重点工程安全生产

先后签约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9个，总投资超20亿元，其中投资
10亿元以上的环卫车、投资5亿元
以上的电线电缆生产等4个项目
在安庆市投资发展环境说明会上
集中签约。打造安徽省刷制品质
量监督检验研究中心，为当地企
业提供制刷检测标准；搭建企业
与高校合作平台，助力企业升级，
提升产量和质量；建设不少于 10
万平方米的刷业高新创业园，为
刷业小微企业入园留足空间。

今年以来，潜山市源潭镇坚
定不移把“双招双引”作为“第
一要事”，围绕刷业全产业链招
商引资和招才引智，贴心服务，
集聚发展新动能。1到9月，全镇
55 家规上企业完成产值 38.34 亿
元，同比增长22.58%。

招大做强
打造百亿产业

在源潭刷业产业园，3 月
底，皖源刷业、凯达刷业、杉森
刷业、达正刷业4个项目正式开
工；9月底，安徽三狮滑雪板生
产项目开工建设；11月 5日，洁
路行洗地机、迈巴贺环卫清扫
车、安德林环卫刷、赛欧清洁用
品、博林刷业条刷等5个工业项
目集中开工。

“这些企业都是招商入驻源
潭的。”潜山市源潭镇党委副书
记朱劲松说，目前第五招商组近
期在谈的项目15个，其中刷业项
目11个，总投资超10亿元的湖南
星通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清洁设备
项目正在跟踪对接，该项目计划
用地约200亩，项目建成后将具
备年产 20 万辆 （件） 环卫清扫
车、垃圾运转车、电动三轮车、
垃圾桶的生产能力。

今年以来，源潭镇坚定不移
把“双招双引”作为“第一要
事”，围绕刷业全产业链招商，重
点引进高端智能清洁设备、制刷
机械、高端刷丝等上下游战略性
产业项目，先后签约引进亿元以
上项目9个，分别为：洁路行洗地
机生产项目、迈巴贺环卫清扫车
生产项目、安德林环卫刷生产项
目、赛欧清洁用品生产项目、博
林刷业条刷生产项目、招财牛环
卫车生产项目、燎原电线和电缆
生产项目、尚通画笔刷及异型毛
刷生产项目、鑫佳环卫刷生产项
目，总投资超20亿元。其中投资
10亿元以上的招财牛环卫车、投
资5亿元以上的飞洲电线电缆生
产、尚通画笔刷及异型毛刷生产
项目、鑫佳环卫刷生产项目等4个
项目在安庆市投资发展环境说明
会上集中签约。

源潭镇还加快“专精特新”
刷业产业园建设，快速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助力龙头企业培育和产业招商，

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
进重点工作落实，持续做响“中
国刷业之都”品牌。目前该镇依
托安徽刷业商会和1万多名在全
球各地开展经销业务的潜山刷业
供销员等优势，固链补链强链，
引进刷业产业上下游企业。

该镇围绕清洁用品制造抓招
商。日用清洁用品产业与制刷产
业关联紧密，目标客户群体基本
一致，主要位于江苏、浙江、广东
等地。该镇在刷业产业日益壮大
的基础上，主动求变，延链建群。
目前，已成功引进洁路行、迈巴
贺、招财牛3家亿元以上洗地机、
环卫车项目。下一步将持续发挥
潜山的人流、信息流、技术流优
势，充分运用以商招商、商会招商
等模式，打造清洁用品产业园。

引智助力
点燃发展“强引擎”

从租赁厂房，到自建新厂，
友川刷业不仅成倍地扩大了生产
规模，而且转型数字智能化发
展，技术革新突飞猛进，产品实
现个性化定制，备受市场青睐。

“这些变化，得益于政府的大力
帮助与牵线搭桥，及时满足我们
的用地需求，又与安工大达成合
作，依靠科技创新化蛹成蝶，企
业生产蒸蒸日上。我们准备再申
请工业用地 30 亩，抢抓市场机
遇，扩大生产规模。”11月 5日，
安徽友川刷业公司副总经理储德
节向记者介绍。

当天，源潭镇一刷业有限公
司营销部经理胡爽与工作人员一
起开车，将厂内一批新研制的刷
制品，带到镇里的安徽省刷制品
质量监督检验研究中心进行检
验，这一趟送检行程仅耗时几分

钟，直线距离仅1公里多。然而
在以前，胡爽送检刷制品却需要
开车5至6个小时，送到500多公
里外的上海。“之前送去上海，
路途遥远不说，还耽误时间，跑
一趟至少要耗时几天。现在好
了，就在‘家门口’检验，不仅
周期大大缩短了，而且还是免费
的。”胡爽说。

这家刷业有限公司所享受的
便利，得益于刷制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中心的建立。该中心是经
安徽省质监局批准筹建，由“潜
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源潭
镇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的省级
（质检） 中心，也是目前国家轻
工行业唯一的刷制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中心。

三流的企业卖产品，二流的
企业卖品牌，一流的企业卖标
准。源潭镇前瞻性地建成安徽省
刷制品监督检验中心，这是全国
唯一的刷制品质检中心，解决了
过去刷制品主要按客户图纸或来
样组织生产、企业只能按来样加
工生产、刷制品的质量难以控制、
出口刷制品不能出示检测报告单
等一系列难题。“这个标准的建
立，对于源潭刷业发展意义非凡，
它改写了刷业无标准的历史，帮
助制刷企业提升了整体竞争力。”
朱劲松说，我国刷制品质量在这
里得到了量化，如今常有外地企
业拿着产品来这里检测，得到数
据后参加国内外市场的竞标。

“中心目前的运营管理已步
入正轨，每周四潜山县相关的技
术人员来到中心服务，有需要将
刷制品送检的企业可以将货品带
来，我们提供免费的检验。”安徽
省刷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中心
负责人说，这极大地减少源潭刷
业企业检验成本，助力企业发展。

源潭镇是中国刷业之都、安
徽刷业小镇。目前，工商登记注
册制刷企业和个体户达 5000 多
家，规模企业55家，拥有100多
个技术专利，总产值近百亿元。
产品涵盖工业刷、民用刷、环卫
刷等多个类别上千个品种，销往
全国各地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将产品
卖到国际市场，该镇打造源潭跨
境电商产业园，目前已有13家企
业入驻。

贴心服务
当好服务企业“店小二”

皖源刷业是源潭镇今年新开
工建设的重点工业项目。在项目
推进过程中，该镇动态掌握建设
进度和困难，及时与相关审批单
位协调解决，推动项目加快建
设，早日投产。“我们对于后面
各个流程都不懂，都是政府职能
部门主动打电话给我们，带着我

们到市区的相关部门去办理这些
证件、项目规划图等等各种所需
材料。”皖源刷业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林高潮说。

“只有走在项目的前面，紧盯
着项目，全面了解项目的整体情
况，掌握相关流程的办理，这样我
们才能主动作为、积极服务企
业。”潜山市源潭镇经发办主任黄
冰冰说，源潭镇实施产业大招商
和营商环境大提升，着力打造集
生产加工、产品研发、质量检测、
电商物流、信息咨询于一体的“专
精特新”刷业产业园区。

在这种“主动服务”模式
下，源潭镇一批刷业重点项目快
速建成，园区产业集聚愈加凸
显。1到 9月，全镇55家规上企
业完成产值38.34亿元，同比增长
22.58%。2021年刷业总产值有望
达到百亿元。

“优化营商环境，还要当好企
业‘贴心人’。我们对招商引资企
业实行班子成员包保、专班跟进，
从签订合同开始，直到投产达效，
帮助企业申请奖补政策等，全镇
上下主动作为，想尽办法，解决企
业实际困难。”朱劲松说。

凯达刷业是今年已开工的4
个刷业企业之一，落户源潭刷业
高新产业园，占地15亩，总投资
1.15亿元。在开工前后，项目包保
责任人主动对接、靠前服务，这
一做法让企业员工张梦宁感受颇
深。“企业开工前流程很多，我
们不懂，都是他们主动跟进，带
着办理，赶进度、早开工，全部
流程所需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双
招双引’力度，进一步擦靓‘中
国刷业之都’品牌，推动工业
刷、环卫刷生产提质增效，引导
民用刷生产转型升级，着力形成
以龙头企业为引领、骨干企业为
支撑、小微企业为补充的发展格
局，实现200亿元产值、1家企业
上市、创建国家级创新型刷业产
业集群的发展目标。”源潭镇镇
长徐海洋满怀信心地说。

招大做强 引智助力 贴心服务

源潭镇“双招双引”集聚发展新动能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汪婷

本报讯 宿松县完善医疗服务体系破解
群众就医难题。整合资源强基础。实施乡村
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工程，结合中医药示范
县创建工作，改造升级乡村医疗机构中医馆
诊疗环境和设备。全面完成乡村两级医疗机
构标准建设，7个乡镇卫生院通过省市复核验
收，改扩建村卫生室 84 所。聚合力量优服
务。深入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全面落实双
向转诊机制，积极推进优质服务基层行活
动。截至目前，创建中医特色专科20个，建
立县乡村医生固定师徒关系753对，组织村医
培训760余人次。联合共建提能力。纵深推进
跨区域紧密型医联体及专科联盟建设，大力
引进省内外优质医疗资源。 （宿松）

宿松县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破解群众就医难题

本报讯 在第30个消防宣传日来临之际，
迎江区滨江街道在辖区1号公园小区举行灭火
实战演练。

实战演练先模拟初起火灾，消防队员利用
灭火器灭火，让居民更直观了解灭火器的使用
方法。接下来是模拟火灾现场的应急处置流
程，灭火组、警戒组、疏散组、救护组、后勤组、
设备组6个组快速反应，各尽其职，积极组织救
援。演练增强了小区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提
升了消防队伍的实战能力。（通讯员 王秀）

迎江：消防演练进社区
防火知识入人心

潜山市源潭镇一家大型制刷企业生产车间。 储志伟 李鸿志 摄

安徽刷制品监督检验中心工作人员对刷制品进行检测。李鸿志 朱小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