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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7月20日，安庆市循环
经济产业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揭牌
仪式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
节能环保产业链链长李明月出席并
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节能
环保产业链副链长姜奎堂主持。

李明月指出，成立创新联盟不仅
是加快发展壮大我市循环经济产业
的内在需求，也是提升我市循环经济
产业在国内外市场整体竞争力的必
要手段。他强调，要有效整合产学研
各方资源，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
共同研究创新，提升安庆资源循环化

利用企业整体生产水平，协同服务安
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创新带创
业，重点攻关产业发展的核心和共性
关键技术；成员企业要携手克难，
共同发展；要发挥龙头企业作用，
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加大科技成果
激励，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为创
新实践、创业资源。要以职能明职
责，强化“管家管事”作用，畅通“共建
共享”渠道，搭建“双招双引”平台，涵
养“共创共赢”生态，将创新联盟打造
成创新、创智、创富高地。

（全媒体记者 白萍）

李明月在循环经济产业创新联盟成立大会上强调

整合资源 发挥优势 携手共建
服务安庆经济高质量发展
姜奎堂出席

本报讯 人行道停车、公交车道
停车、越车位停车……7月18日至19
日，记者走访安庆市区发现，车辆乱
停现象比较常见，不仅挤占公共空
间，还影响市容环境。

7月18日 19时许，大观区集贤南
路一超市附近，不少机动车占用人行
道、非机动车道停车，过往行人、非机
动车只能绕车而行。在宜秀区湖心
北路，一辆白色机动车一半挤进相邻
车位、一半占用非机动车道，引得后
来车辆纷纷效仿。

非机动车违停乱象也比较突
出。在迎江区新城吾悦广场门前，大
量非机动车“斜停”“插空停”“横停”，

将停车区“塞”得水泄不通。
夏季城区乱停车现象增多，近三

个月以来，市城管局已处罚违停行为
2743例。“一些市民为了防止车子被
曝晒，选择阴凉区域停车。另外，目
前市区停车泊位数量满足不了停车
需求，导致违停现象普遍。”市城管局
综合执法科副科长陈乐说。

根据《2022年安庆市城区便民停
车行动方案》，2022年安庆市区将新增
停车泊位8000个以上，其中公共停车
泊位2900个以上。城管部门将积极
盘活停车资源、调节收费标准、加大巡
逻力度，全力减少乱停乱放现象。

（全媒体见习记者 余永生）

近三个月2743例违停被罚

本报讯 今天一早天空云系较
多，多云到阴为主，云层阻挡了太阳的
威力，早晨最低气温从26摄氏度起
步，由于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雷阵雨
和强对流也不闲着，不定时跳出来刷
存在感，大家出行还是要携带雨具。

市气象台 7 月下旬天气预报显
示，下旬降水量西部山区接近常年，
其它地区较常年偏少。具体天气过
程，21日、24-25日有阵雨或雷雨，最
高气温33-34摄氏度。其余时段为多
云到晴天气，日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
氏度，其中26日至旬末部分地区日最

高气温将达38-39摄氏度。
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通常是

一年中最热的日子。最近两天三伏天
比没入伏时更凉快市民也不要觉得诧
异，这和前段时间冷涡南下使副热带
高压后退有关。不过，随着冷涡减弱，
副热带高压增强，今天开始，高温又将
卷土重来。

未来一段时间副热带高压明显西
伸，加上宜城未来一周午后容易出现
雷阵雨天气，所以接下来的高温强度
总体不如上周。

（全媒体记者 刘惠子）

今起高温天气卷土重来

本报讯 宿松县农村留守学生
占比40%，该县教育部门构建全方位
关爱体系，采取多项举措护航留守学
生身心健康成长。

该县建立县、乡镇（街道）、学校
三级关爱留守学生工作体系。县教
育局成立关爱留守儿童办公室，各乡
镇（街道）和农村学校成立“留守儿童
之家”，安排专人负责留守儿童管理
教育工作。鼓励乡镇教办学校吸纳
党政工团及关工委等组织，与社区、
派出所建立共建共育联合体，形成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县教育部门和
中小学严格落实义务教育相关政策，
加大教育救助力度，确保留守儿童不
因家庭困难辍学。鼓励城区学校采
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与留守儿童较多
的农村学校建立结对帮扶关系，促进

城乡间优质资源互助共享。
该县关注留守学生心理健康，积

极构筑心灵家园。各中小学校发挥
心理辅导室和专兼职心理辅导教师
作用，面向留守儿童开展针对性的心
理辅导服务，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充
分发挥未成年人心理教育中心的示
范引领作用，组织心理健康教育骨干
教师到留守儿童较多的学校开展志
愿服务。通过开通知心信箱、开设心
灵驿站等形式，与留守学生建立沟通
心灵的绿色通道。

该县还举办家长学校，通过法制
讲座、家长会议、家校互动等形式，开
展以关爱保护留守学生为主题的宣
教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关爱留守学
生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

（通讯员 邓家骝 杨东晓）

宿松护航留守学生健康成长

把小夹具做成大文章。安徽鑫亿
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如意之
前是杭州一家模具厂的工人，十八年
来，他刻苦学习技术，钻研新型工艺，逐
渐成长为夹具领域的行家里手。

2004年，范如意从岳西县大别山
科技学校毕业后，由于家境不好，加上
没能考上心仪的院校，他便带着行李奔
赴浙江杭州打工。在他的行李中，书籍
就占了一大半，他憧憬着有一天能通过
其他方式圆梦大学。

到杭州后，范如意从机械生产一线
操作工做起，不断磨练自己的技术。机
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2012年，他成
功创办了自己的夹具制造公司，“我国

高端的数控机床和夹具非常依赖进口，
所以我当时就立志，一定要打破现状，
做专业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夹具。”

2013年，范如意发明了一种新型开
口机、磨沟机夹簧，开创了全磨制麻花
钻的新型工艺，极大提高了产品精度。
公司因此成为法国帝沃齐工具、德国博
世电动工具等知名企业的定向供应商，
并逐步成为国内麻花钻领域的知名配
套企业。

2018 年 12 月，乘着岳西县招商引
资的东风，范如意带着多年的创业成
果，回到岳西老家，创办了安徽鑫亿成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创业之初，范如意
深感自己的知识储备有限，亟需专业的
学习深造。一筹莫展之际，岳西县人社
部门准备推荐一批返乡创业青年参加
社招提升学历行动，他积极争取到这个
难得的学习机会，顺利进入安徽职业技

术学院，圆了自己成为大学生的梦。
在安职院学习期间，范如意边学习

边创业，努力做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
他组建了鑫亿成技术研发部，亲自担任
总工程师，手把手传授员工夹具方面的
最新科技，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关，用
两年时间成功培养出了25人的核心技
术团队，其中35岁以下青年达16人。“他
不仅专业技术优秀，还经常到车间一线
参与研发、改进工艺，让我们发自内心
地想跟着他干一番事业。”安徽鑫亿成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员工胡秀霞说。

截至2022年4月，范如意已获得发
明专利、软件著作、实用新型专利等20
余项，尤其在特殊钢材热处理和机械模
具制造技术方面拥有独特专长。多年
来，他将科技创新和发明成果运用到标
准化生产上，长期稳定地配套服务国内
外知名工具制造企业。近几年，又在军

工制造、高端医疗器械、美容器材、5G
手机制造领域等微型零部件的夹具方
面取得重大突破，已经合作成功的有：
为苹果、华为等手机配件厂商生产的自
动车合金夹头；美甲美牙打磨、骨钻牙
钻等微型夹具；东北及南方表业公司的
自动车夹头等。

科技创新永无止境。在范如意的
主导下，今年，安徽鑫亿成与岳西县技
工学校签约合作，开办鑫亿成新型学徒
制特色班，通过培训、实训提升工人的
技术专长，计划用两年时间培养高级技
工40名，为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
供人才支撑。

以科学精神，努力做更高端的机床
夹具，把小夹具做成大文章，为岳西经
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为中国创造增色
添彩，这是范如意不变的初心与梦想。

全媒体见习记者 徐齐园

范如意：把小夹具做成大文章

本报讯 上半年，安庆市市场监管
部门共受理投诉举报咨询 16736 件。
其中投诉 7170 件，占比 42.84%；举报
2305件，占比 13.77%；咨询7261件，占
比43.39%。目前已办结16164件，为消
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13.7万元。

从投诉举报咨询的渠道来看，拨打
热线电话依然是群众反映诉求的主要
渠道，达到11707件，占投诉举报咨询总
量的69.95%。

上半年，我市投诉举报咨询总量比

去年同期增长9.91%。市场监管部门分
析认为，一是今年来 12315与 12345热
线实行“双号并行”，12315热线改8小
时工作日人工接听为全天候“7×24”小
时人工接听，消费者维权渠道更加畅
通，维权方式更加便捷；二是消费者综
合素质提高，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三是
维权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市“一改两
为”大会精神，积极履职，主动作为，为
广大消费者提供了权益保障，老百姓的
信任度不断增强。

质量和售后服务是我市上半年投诉
的热点问题。从投诉的客体类别来看，
一般食品、家居用品、服装鞋帽投诉量排
名靠前。主要反映食品包装标签、说明
书表述存在瑕疵，如错标漏标问题；食品
广告含有虚假、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内
容；定制家具与样品不符；商家不按约定
履行承诺；服装鞋子出现质量问题等。

从举报的主要问题来看，居前三位的
主要是广告违法行为、侵害消费者权益行
为和产品质量违法行为。主要反映平台

内经营者的宣传网页不规范；涉嫌使用绝
对化用语；商家推广商品过程中的宣传图
片、文字描述与实物不符等问题。

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做好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优化后的业务衔接工作，加
强同 12345政务热线管理部门的沟通
协调，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规范
工作流程，完善工作机制，加大处置力
度，努力提升投诉举报调处效能，切实
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卢蓓芬）

安庆上半年受理投诉举报咨询1.6万件
为消费者挽损113.7万元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让安庆切换到
“蒸笼模式”，“烤”验着众多劳动者。建
筑工地上赶工的“热度”跟天气一样，丝
毫未减。建筑工人们坚守岗位，迎热
风、顶烈日，挥汗如雨，为城市的美好

“添砖加瓦”。
7 月 11 日，室外温度高达 35 摄氏

度，在安庆市立医院新院区二期病房楼
工程在建工地，阵阵热浪迎面袭来。30
余名工人头顶烈日，戴着安全帽在各自
岗位上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头顶烈日搭脚手架

15时30分左右，在病房楼的外围，
47 岁的架子工林南贵站在两根钢管
上，为大楼搭建脚手架。搭设立杆、固
定横杆、铺上小横杆、穿螺丝钉、拧螺
帽、扎安全网……记者见到他时，他已
在钢管上作业近1个小时。

半空中的林南贵身穿长袖上衣和
长裤、戴着厚手套，手袖和裤腿卷到了
手肘和膝盖处，身上的衣服湿了大半，
豆大的汗珠从额头顺着面颊往下滑
落。气温这么高却穿这么多，不热吗？
林南贵表示，在工地从事脚手架搭建15
年，他已经习惯了，“热肯定热，但这样
既能防止晒伤，也能防止被钢筋烫伤。”

阳光炙烤下，搭建脚手架用的钢管

变得烫手。记者摸了摸，手掌几秒钟就
烫得受不了。林南贵提醒说，“下午3
点左右，钢管被晒得很烫很烫，双手直
接触碰根本受不了，得戴上厚手套，但
隔着手套还能感觉到钢管的温度。”

因天气炎热，工人们每天的工作时
间调整为5时到10时30分，14时30分
到18时30分。除了上厕所，林南贵一
般半天才从脚手架上下地面一次。为
了及时补充水分，他随身备着容量2升

的大水杯，渴了就喝几口，一天下来要
喝掉五六杯水。

林南贵告诉记者，他每天经手约
100根钢管，每根钢管七八公斤重，一天
工作结束，拿钢管能拿到手抽筋。

此外，林南贵在高空作业时，还要
时刻注意脚下安全。“即使这样，也要坚
持把每天的工作做完。幸福生活都是
奋斗出来的，为了家人幸福，自己苦点
累点没关系。”他说。

面迎热浪布设管道

地面上铺好的水电管道，在阳光的
照射下刺得人睁不开眼。水电工李秀
勇的脸上汗如豆大，也没顾得上擦一
把，任凭衣服不断被汗水浸湿，小心地
在水电管上绑扎烫手的钢丝。“高温下，
裸露在外的水电管和钢丝温度在50摄
氏度左右，非常烫手，不小心碰到的话，
很可能就被烫出水泡。”他说。

每盖一层楼，李秀勇都要蹲在地上
绑扎钢丝。这一蹲，就是20多分钟。由
于离地面近，热浪迎面直扑。在建筑工
地做了12年水电工作，他对此习以为常。

“我们是露天作业，周围没有任何
遮挡物。在烈日下暴晒，衣服湿了又
干、干了又湿，累了便站起来休息两三
分钟，不过要慢慢站起来，否则会眩
晕。”李秀勇说，“多喝水”成为他止渴降
温的最好方式。在工地阴凉处，拿出大
水杯，仰头喝下一大口水，这是李秀勇
最惬意的休息时间。

面迎热浪完成管道布设只是李秀
勇工作的一部分，工地施工需要临时用
电、用水时，他还得充当“临时工”。“虽
然有点苦、有点累，但一个项目做完了，
心里是满满的成就感。”他说。
全媒体记者 徐志远 通讯员 杨俊

高温下需包裹严实 蹲久了要缓缓站起

汗水浇“筑”安庆美好明天

7月19日，中学生在指导商户下载
国家反诈中心APP，普及反诈常识。

为全力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
骗犯罪，进一步筑牢全民反诈“防火
墙”，迎江区宜城路街道钱牌楼社区组
织开展“青春助力 反诈同行”中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实践队员们深入
社区，向居民、商户分发反电信网络诈
骗宣传材料，详细解说电信诈骗的危
害、特征等，着力提高群众防骗意识、识
骗本领、反骗能力。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李宝琴 摄

青春助力

反诈同行

林南贵站在钢管上搭设脚手架。 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摄

7月19日，怀宁县马庙镇鹿苑村村干向群众发放整治人居环境倡议书。马
庙镇通过进村入户走访宣传等方式，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形成人
人参与、人人受益的环境卫生整治良好氛围。 通讯员 檀志扬 丁浩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