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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划定限养区，每户限养
一只；禁止个人饲养烈性犬；“遛狗”
须系犬绳，即时清除粪便……《安庆
市养犬管理条例》6月1日起施行。记
者从市公安局获悉，《安庆市养犬登记
办法》今日起同步施行。

养犬登记办法明确，养犬免疫、
登记实行“一站式”服务，并分别对
个人、单位办理养犬登记条件、期
限、所需材料、养犬登记证有效期、
变更、注销，养犬登记证和智能犬
牌、电子身份标识损毁、遗失补领等

作出具体规定。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养犬单位

和个人，应当为犬龄满三个月的犬只
办理养犬登记。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
的，养犬登记可由养犬人携犬到居住
地农业农村、公安部门授权的“一站
式”服务免疫登记点申请，也可在取
得犬只狂犬病免疫证明后网上申请。
养犬人应当自取得犬只之日起三十日
内，携犬到居住地农业农村、公安部
门授权的“一站式”服务免疫登记点
办理养犬登记。

养犬登记证有效期为一年，养犬
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当月，持有效
的犬只免疫证和养犬登记证，申请
办理年检。对于养犬登记证的有效
期满后不办理年检的，公安机关责
令其限期改正，连续二年未办理年检
的，应当注销其养犬登记证，并收回
犬证、犬牌。

养犬人违反养犬登记办法规定需
承担法律责任。对养犬人不办理养犬
登记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逾期未改正的，对个人处

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5月30日，市公安局、农业农村
局联合发出 《关于公布安庆市犬只

“一站式 ” 服 务 免 疫 登 记 点 的 通
告》。该通告依据限养区范围内生活
区以及人口分布、养犬数量等情况，
遵循“合理布局、方便群众、择优选
定”的原则，依托动物诊疗机构在全
市设置了12家犬只“一站式”服务免
疫登记点。

（全媒体记者 汪迎庆）

《安庆市养犬管理条例》今起施行

犬只免疫登记实行“一站式”服务

本报讯 5月30日上午，安庆市政
府新闻办就司法机关的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召开专题发布会。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未成年人审
判工作情况、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

发布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了
2021年度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情况。市中
级人民法院深入推进未成年人审判专
业化建设，充实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力
量。目前全市法院已设立少年法庭 11

个，组成专门审判团队12个，员额法官
42个，其中女法官23人。同时，全市法
院坚持对未成年人犯罪寓教于审、教育
感化，积极开展“圆桌审判”。2021年全
市法院共生效判决未成年人被告 34
人。在对未成年人被告实行特殊优先保
护的同时，依法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
的违法犯罪。

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5例未成年人
审判典型案例，当中涉及到未成年人抚
养权、校园欺凌、健康权、撤销监护权
的典型案件，还有发出《家庭教育指导
令》将家庭教育由传统的“家事”上升为
新时代“国事”的典型案例，展现人民法
院对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严惩不贷，对
未成年人实施全方位保护的司法精神。

发布会上，市检察院发布《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年）》。白皮书
从推进专业化司法办案、开展常态化法

治教育、强化社会化支持保障等三个方
面，展示了安庆检察机关2021年依法
能动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四大检察”职能，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工作成效。

白皮书显示，一年来，安庆检察机
关以“零容忍”体现从严打击态度、特殊
保护要求，批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9
件68人，起诉69件96人，对5名符合从
业禁止条件的被告人依法建议法院适用
从业禁止。坚持宽容不纵容，对涉嫌严重
犯罪、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大的
未成年人依法惩戒，共批捕16人，起诉35
人。注重教育感化挽救，对犯罪情节较轻
的未成年人不批捕42人，不起诉27人，
附条件不起诉26人，为涉罪未成年人改
过自新、重返社会创造条件。2021年共有
12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在校学生考上
大学。 （全媒体记者 刘惠子）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专题发布会召开

以法之名守护“少年的你”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被告实行特殊优先保
护的同时，依法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

市人民检察院以“零容忍”体现从严打击态度、特殊
保护要求。2021年共有12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在校学
生考上大学

本报讯 5月31日，全市扫黑除
恶斗争推进会暨 《反有组织犯罪
法》宣传贯彻工作部署会召开。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捍卫出席并
讲话。市中级法院院长洪学农、市
检察院检察长李令新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的
重要指示和省市主要领导相关批
示精神。

吴捍卫要求，要充分肯定成
绩，正视问题短板，不断增强扫黑
除恶斗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
将打击锋芒对准人民群众反映最强

烈的黑恶势力，保持决心不变、标
准不降、力度不减；聚焦重点任
务、持续精准发力，推动常态化扫
黑除恶沿着法治轨道走深走实，在

“办案、打伞、断财、治乱”上持续
精准发力；强化政治担当，统筹协
调推进，全力抓出群众满意的斗争
成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将常态化
扫黑除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
任务，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
上，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不折
不扣落实落地。

（全媒体记者 周国庆）

吴捍卫在扫黑除恶斗争推进会上强调

决心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

本报讯 5 月 30 日，安庆市总
工会组织开展“六一”关爱慰问活
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
会主席刘克胜，市关工委主任宋圣
军参加。

刘克胜一行前往市社会 （儿
童） 福利院、沐阳之家，走访儿童
活动室、康复中心等，了解院内设
施、儿童康复流程、生活情况，并
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孩子们的“六

一”表演。
刘克胜与少年儿童亲切交谈，送

上慰问金，祝福孩子们快乐生活、健
康成长，鼓励他们加强锻炼，好好学
习，早日融入社会。同时向长期奋斗
在服务孤弃残障儿童基层一线的工
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嘱咐他们要加
强管理，强化康复训练和教育工作，
精心呵护孩子成长。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员 陶大时）

刘克胜看望慰问少年儿童

祝福孩子快乐生活健康成长

本报讯 5月31日，徽商银行安
庆分行成功获批安庆经开控股有限
公司“亩均项目贷”9.9亿元并实现
投放1.37亿元，这标志着安庆市首笔

“亩均项目贷”落地。
该项目建设内容位于安庆经开区

菱北片区，总投资14.3亿元，包括清
退11家低效企业，对其厂房进行拆
除，并在原有地块上新建办公楼、仓
储厂房、标准化厂房等主体工程及辅
助工程、室外绿化等配套工程。项目
实施后，可盘活存量工业用地约394
亩，以缓解安庆经开区工业用地紧张

的局面。
该项目贷是在我省“亩均论英

雄”改革背景下，银行推出的为
承担“腾笼换鸟”工作主体提供
的专项贷款，旨在支持借款人开
展对亩均效益水平较低、高耗能
高排放的低效企业的全面整治提
升和对批而未供、闲置、低效用
地和僵尸企业的集中处置工作，
主要涉及工业厂房、办公楼、产
业配套设施等收购、改造提升、
拆除重建等。

（通讯员 王回春）

安庆首笔“亩均项目贷”落地

5月30日，迎江区新洲乡青龙村举
办“迎端午·包粽子·献爱心”活动。
该村党建品牌“薇薇先锋联盟”的党
员志愿者们与村里的留守老人一起包
粽子，老人们沉浸在传统节日氛围中
其乐融融。

志愿者们还将包好的粽子送给辖区
孤寡老人和独居老人以及部分贫困家
庭，让他们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通讯员 高庆宁 钱翎菱 摄

与留守老人迎端午

本报讯 5月 30日，宿松县五里
乡黎冲村田园综合体内，各种类的花
卉苗木郁郁葱葱，村民张旺宝夫妇正
在大棚里给植物洒水。在家门口种树
护绿，他们每天收入近200元。

前些年，田园综合体项目落户黎
冲村，利用荒丘 2000 亩，建成室内
盆栽温控大棚 15 亩，建设花卉苗木
基地及温控大棚，打造休闲观光农
业，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张旺宝见证

了这些年的变化：从前的荒丘荒坡变
成花海。

大棚里栽种的各种花卉苗木，张
旺宝如数家珍：红叶石楠、罗汉松、
紫薇、玫瑰等等。像张旺宝这样在田
园综合体基地里务工的农民有 50 多
位，人均年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田园综合体实行“公司+基地+村
集体经济组织+脱贫户”的模式，走出
一条产业兴旺与生态保护相统一的路

子，2021年培育、销售花卉苗木80余
万株，产值800余万元，让黎冲村从

“穷乡僻壤”变成“宜居乐土”，实现
环境美、村民富。“公司将重点发展休
闲、观光、采摘农业，把这里打造成
集观赏性、参与性、娱教性、趣味性
于一体的田园风情旅游基地。”田园综
合体负责人王惠文说。

田园综合体的花卉苗木，一年四
季花朵飘香，引得游客前来观光游
玩。该乡因势利导，将综合体内有特
色的花卉苗木园进行整合，增种更具
观赏性的金花茶、茶花、樱花、三角
梅等花卉，引进黄金香柳、红豆杉、

罗汉松等高端盆景花木。
今年，五里乡计划融资约 1.8 亿

元，对综合体核心区主次干道及观光
道路联通拓宽，进行河床清淤及筑砌
溪岸、荒地造林、主次入口改造，完
成5个左右的自然村组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我们将结合田园综合体项目，
全面实施生态乡村建设等多项工程建
设，在原有道路、水利设施、宜居乡
村等建设基础上，修建园区道路、旅
游休闲慢行绿道，对周边村庄依次进
行风貌改造，全力打造宿松城郊公
园。”该乡负责人说。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刘俐）

宿松五里乡两千亩荒丘变花海

本报讯 5 月 31 日，2022 年度
安庆市地质灾害转移避险应急救援
实战演练在潜山市举行，副市长唐
厚明出席并指导演练。

唐厚明指出，当前已全面进入
汛期，大家要以此次演练为契机，
全面吹响“防大汛、抗大灾”集结
号，做到精准查灾、科学防灾、主
动避灾、有效治灾，确保各级各部
门履其职、尽其责，确保各类预案
拿得出、用得上，确保临灾避险
防得住、躲得掉，确保应急队伍
拉得出、打得赢，最大限度地减

少地质灾害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造成的损失。

演练按实案、实情、实战的要
求，着重以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处
置工作中的关键环节为主，模拟潜
山市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
警，天柱山镇、潜山市、安庆市
先后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开展应
急抢险救援工作。演练科目包括
预 警 预 报 、 监 测 巡 查 、 转 移 避
险、启动响应、应急调查、抢险救
援、人员安置等。

（全媒体记者 陈娟娟）

唐厚明在地质灾害转移避险应急救援演练中指出

精准查灾科学防灾
主动避灾有效治灾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上接第一版）第三，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这既是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
给的必然要求，也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带来不利影响的重要手段。第四，积
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秉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环境
治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治
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国际合作，展
现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第五，提高生态
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
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一体谋划、一体部
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

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心怀“国之大者”，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
的政治责任，坚决做到令行禁止，确保
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决策部
署落地见效。

本报讯 5月31日下午，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花家红主持召开全
市经济运行分析暨统计法治和业务
培训会议，研判当前经济发展形
势，培训统计法治及相关业务，部
署当下重点工作。市委常委、副市
长吕栋，副市长王赵春，市政府秘
书长刘文俊参加。

花家红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严
峻，各地各部门要提高站位，切实
增强稳经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
感，对标对表找差距，铆足干劲抓
落实，确保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要千方百计保市场主体，一

方面加大精准帮扶力度，全力助企
纾困，持续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另
一方面围绕即期和长远优化产业结
构，实现提质增效，真正让市场主体
多起来、大起来、强起来。要强化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压实责任，抓实工
作，聚焦投资、工业、消费等重点领域
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科学研判，精
准施策，努力推动各项主要经济指标
争先进位。要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
切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安全生
产、防汛等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
局平安稳定。

（全媒体记者 江露露）

花家红在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上要求

对标对表找差距 铆足干劲抓落实
确保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吕栋王赵春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