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近年来，宣城经开区管委会认真
贯彻市委关于深化改革的指示精神，积极“对标
沪苏浙、争当排头兵”，以改革找出路，向创新要
效益，针对闲置土地处置突出问题探索出有效
破题之举——建设“共享厂房”。今年9月1日，
园区首个“共享厂房”正式开工建设，目前全部
建成并投入使用，已有5个高端装备制造项目签
约落户。

“共享厂房”突出“共商、共建、共担、共赢、
共享”理念。一方面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将闲置
厂房交由管委会管理，按照厂房面积和配置，
安排招商项目入驻；另一方面，引导有集中闲
置土地 20亩以上的规上企业建设标准化厂
房，建成后由管委会下属国有企业开盛建投集
团承租运营，安排招商项目入驻，租金由开盛
建投集团收取，建设企业、运营企业享有税收
奖励分成权。同时，双方根据招商引资动态情
况，共同承担建设成本、租金成本回收风险。

此举旨在整合存量资源、盘活闲置土地厂房，
减轻企业负担，推动项目组团入驻，促进项目
集群式发展。

我市首个“共享厂房”由安徽倍发来服饰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5000万元。项目建设
智能化厂房四幢，建筑面积3.22万平方米。项
目建成后，由开盛建投集团负责运营管理，整体
承租5年，用于转租给招商引资企业。后期根
据招商引资入驻项目纳税贡献，开盛建投集团
和倍发来公司享有税收奖励分成权。目前厂房
已签约落户上海惜缘、安徽嘉田、苏州福侨、昆
山正佳欣、禾佳科技有限公司等5个高端装备
制造项目。

目前首个“共享厂房”试点后，示范带动作
用初显，现阶段已有另外3家企业开建、5家企业
申报建设“共享厂房”，预计将盘活闲置土地近
500亩，可入驻项目35个。

（本报记者 刘畅 汪辉 文/图）

图为我市首家图为我市首家““共享厂房共享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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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动作，应该
右手再高些，左手再
低些。大家要注意脚
步，节奏跟上。”眼下，
虽到冬季，但在旌德
县的灵芝广场上，每

天都有一支名为“夕阳美”的艺术团相聚于此。他
们每天都要为自编自演自弹自唱的文艺演出做排
练。每一个动作、表情、节拍，都要仔细斟酌。

艺术团的发起人是今年64岁的旌阳镇村民
王梓兰。7年时间里，她带领大爷大妈们自编小
品、戏剧、快板、舞蹈，将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文艺
节目送进公园广场、送入乡镇农村、送到全县每
个敬老院，通过艺术形式传播正能量，传送真善
美。近年来，她也先后多次获得旌阳镇优秀党员
等荣誉称号。

●热爱文艺组建艺术团
精神抖擞、活泼开朗，随口就能哼唱出好听的

歌曲，是记者对王梓兰的第一印象。
爱笑的王梓兰告诉记者，从儿时起她就非常

热爱唱歌跳舞。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拿着小板凳
“蹲守”广播里播放的戏曲和歌曲。在广播的“启
蒙教育”下，她自学学会了黄梅戏、越剧、京剧等多
种戏剧唱腔。

到了退休后，为了进一步“深造”，她进入了县
里的老年大学，精修小品、戏剧的表演程式。白天
在学校学习，晚上还观看教学视频，自学了编舞与
编剧，常常忙至夜里才作罢。

“我们从小就爱跟着王梓兰一起唱唱跳跳，她
去老年大学学习后，更加‘专业’，大家自然更爱跟
在她后面学。”邻居眼里的王梓兰，既是文艺骨干
也是社交能手。天生爱好组织文体活动的她，总
能把小区里的老人们聚集到一起唱唱跳跳。

就这样，从自娱自乐，到逐渐专业化，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想加入到文艺表演的队伍中来。于
是，2012年，王梓兰在旌阳镇篁嘉村正式组建了

“夕阳美”艺术团。没有头衔和报酬，她每天带着
村里热爱戏曲的中老年朋友们练唱腔、训动作、
画脸谱。

今年60岁的陈荷花，是从看客变演员的成
员之一。看到王梓兰编排的演出后，她萌生了参
加艺术团的想法。“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但是心态
永远年轻。”陈荷花开心地说，报名参加艺术团
后，王梓兰手把手教学，不仅让自己学会了许多
经典戏曲唱段，甚至现在连打腰鼓、拉二胡也能

“露两手”。

●自编自演歌颂新时代
“夕阳美”艺术团的固定成员有20多人，此外

不是成员的村民，只要想参加唱跳的都可以随时
参加。

“随着唱跳人数的增加，我思考节目和表演一
定要有内涵，表现形式要活泼，只有出精品大伙才
更爱看。”王梓兰说，自己是一名党员，希望能通过
自己和艺术团所有成员的努力，把党的好声音、好
政策传递出去。

于是，近年来王梓兰和成员们到处收集县里
的大事小情。他们给自己定的标准是，节目取材
于百姓生活，用各种艺术形式讲述身边人、身边
事。政府新推出了哪些政策，他们要先去学习；哪
些工作获得了市级、省级荣誉，他们要去记录；哪
个人做了感人的事迹，他们要去编写唱词。

“王梓兰就像个‘信息员’，没有什么新鲜事和
好政策是他们不了解的。”村民胡来发是艺术团的

“粉丝”，他说近年来艺术团在广泛收集素材的基
础上，推出了《快乐的节日》、《军民一家亲》、《抗震
救灾》、《隔代教育》、《走进新时代》等戏剧、小品，
深受大伙喜爱。 （下转第四版）

车辆行驶实现单循环，
小区“管家”解决问题贴心高
效，亭台楼阁、树木山石相映
成趣……

最近一段时间，家住市区
美都新城小区的居民纷纷发
出感叹：自市区住宅小区管理
水平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物业和社区出实招，实行系列

“微改造”，目前小区面貌和物
业服务水平已经发生明显变
化，实现看得见的提升。

“单行道大循环”破难题

12月11日上午，记者在
该小区看到，所有车辆都自觉
从小区北门驶入，进门后统一
向右行驶，三个方向可以驶出。

“小区共有车位1601个，
但是小区业主共有车辆2700
辆，停车难是小区面临的最大
问题。”该小区物业负责人江孔
美介绍，11月中旬，经过集思广
益，物业探索实施了“单行道，大
循环”的方式，破解这一难题。

“没实行单循环之前，车
辆乱堵塞消防通道、车辆碰擦
等情况每天都在发生。”该小
区居民刘萍梅说，实行单循环
后，车辆在小区通行通畅很
多，车不堵心自然不堵。

为了缓解小区乱停车的
难题，目前物业公司对车辆实
行严格管理。每天路面上的
306个停车位停满后，除了车
库车辆外，其他车辆暂停进入
小区。并对每个车位划设了
停车箭头方向标志。

“一开始，并不是所有业
主都支持单循环，而且在实践
中也有业主不习惯。”江孔美介
绍，11月以来，物业和社区对每
家每户进行上门宣传，动员小区
392名党员、志愿者带头实行。
一个月以来，小区大多数人都
能自觉遵守行车、停车秩序。

采访中，不少居民高兴地
说，最近大家反映的问题均列
入了解决范畴。小区道路破
损，到了下雨天，泥水四溅是
曾经让大家“恼火”的现象，目
前物业已硬化道路200平方
米，还有400平方米路线正在
施工。针对路灯杆、电动车停
车棚老旧的现象，物业已对全
部35个路灯杆进行了刷漆保
养，对20个单元楼的雨棚进
行了更换、维护，剩余的60个

单元楼的雨棚正在维护中。同
时，对60座电梯进行了保养和
标准化建设，剩余60座电梯保
养正在进行中。

社区协同助力补“短板”

在美都新城小区，记者看
到一些业主家门口悬挂了醒
目的“共产党员户”标牌。

今年79岁的老党员王伯
云告诉记者，领到“共产党员
户”标牌后，他第一时间将红
色标牌端端正正地固定在自
家的门框上方。“我是一名共
产党员，就应该在生活中亮明
身份、做好表率、树好形象，按
时缴纳物业费、教育好家庭成
员规范停车行车，用党员的标
准影响带动家庭、以党员家庭
的行为影响带动小区居民。”

“市区住宅小区管理水平
提升专项行动以来，我们社区
全力协同各小区做好管理水
平提升工作。”西林街道九同
社区主任陈文君向记者介绍，
社区对美都新城小区集中开
展了党员摸底建档工作，向美
都新城392名党员发放“红色
家书”，签下党员“承诺书”，入
户张贴“共产党员户”标牌，让
每户党员亮身份，发挥党员带
头作用，影响更多的人支持小
区物业管理水平提升工作。

同时，社区按照住宅小区
党建引领，规范化建设要求，
建立美都新城小区党支部。
社区主任任党支部书记，业
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小区党
员代表骨干为委员，盛全物
业公司项目经理为联络员，
引领物业管理，建立“四位一
体”。并注重广泛宣传，营造
共治氛围。连日来，社区组
织志愿者上门入户发放《关于
市区开展住宅小区管理水平
提升专项行动致市民的一封
信》等宣传资料6000余份，通
过在小区各个醒目位置悬挂
宣传标语横幅20条，在小区
主入口采取音频播放、电子屏
幕滚动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
引导业主关心、理解、支持小
区管理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市区住
宅小区管理水平提升专项行
动赢得了居民的一致支持。
目前该小区的部分党员和老
年人，还自发组建了“美都新
城党员志愿者”“美都新城老
年志愿者”两支志愿小分队，
自发在小区开展夜间巡逻，
白天劝导小区不文明行为等
志愿活动。

本报讯 12月11日上午，
省“四送一服”工作组实地走访
了位于泾县桃花潭镇的重大项
目孔子学院，市政府办、泾县相
关单位负责同志陪同走访。

工作组听取了有关负责
人对该企业行业发展、资产负
债等情况介绍，询问了企业在
当前形势下对省出台政策的
了解、政策落实情况，了解了
企业发展中的“痛点”，梳理了
人才、用地、融资等多个方面
问题。工作组指出，“四送一

服”双千工程是省委、省政府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部署，是
持续优服务、稳增长、促转型，
努力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
展良好环境的重要举措。泾
县要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逐
一反馈、跟踪落实，能立即解
决的要尽快帮扶解决到位，不
能立即解决的也要做好政策
解释，争取理解。要进一步认
真谋划，精准施策，发掘亮点，
确保活动扎实有效，全力打造

“四送一服”的泾县品牌。
（本报记者 徐静雅）

王梓兰：
“夕阳美”里唱新风

■本报记者 刘畅

（上接第一版）
“哭嫁”是旌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近几年王梓兰还挖掘这一

民俗，用诉说和吟唱的方式把“哭嫁”搬上舞台。“‘哭嫁’这种极具民
俗特色的婚庆方式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王梓兰将它再次演绎
后，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了旌德这一特色民俗，是对民俗文化的又
一种传承。

送戏敬老院彰显爱老情
“夕阳美”成立7年来，每逢节假日，艺术团都会主动开展关爱老

人义务慰问演出活动。
“我们坚持免费演出，每次去敬老院大家都会自己掏钱给老人

们买点生活用品、零食送给老人们。”王梓兰说，如今旌德县的大大
小小所有的敬老院，艺术团几乎送戏达到“全覆盖”。

11月29日，在旌阳镇敬老院，“夕阳美”带来的节目受到了老人
们的叫好。老人们说：“平时只能在收音机和电视上看戏，现在大家
聚在一起看现场表演，心里好快活。”

观众看得投入，演员演得开心。“夕阳美”艺术团的成员们说：
“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能为他们尽些义务，大家都觉得很光
荣！ ”

如今，随着排练演出的常态化，王梓兰更坚定了文艺传递正能
量的信心。她说，下一步艺术团将打磨更多好的作品，继续走街串
巷进行表演，传递改革好声音、惠民好消息。

省“四送一服”工作组
到泾县开展走访活动

美都新城：

“微改造”带来“大变化”
■本报记者 刘畅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记者邹
伟 王琦）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表彰大会16日在京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
彰代表，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他
们珍惜光荣历史、永葆政治本色，继续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
出积极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韩正参加会见。

上午10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
堂金色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
平等同代表们亲切握手，不时交谈，并同
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
部长陈希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

话。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系列重
要指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老同志
历史功绩，大力传承老同志崇高精神，学
习弘扬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事迹，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立足本职、建功立业。

大会表彰了150个离退休干部先进
集体和450位先进个人，上海市浦东新
区上钢新村街道“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党支部书记陈福良、湖北省军区
武汉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马
旭、黑龙江省公安厅退休干部崔道植分
别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丁薛祥、许其亮、胡春华和中央军委
委员苗华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王沪宁韩正参加会见

本报讯 12月16日上午，我市节能利用集中供
热项目（一期）工程开工仪式在宣城现代服务业产业
园区举行。

城市集中供热是城市重要基础设施之一，也是节
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我市建
设快速发展，工业企业用热需求旺盛，根据市政府安
排，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和国投宣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于今年7月
成立宣城市供热有限公司。供热项目分两期建设，一

期工程计划工期一年，投资约2.1亿元，将建设一条长
约22.5km的供热管路，从国投宣城电厂向市高新区
（东区）和宣城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输送蒸汽。据统
计，目前两工业园区的平均热负荷需求可达每小时一
百余吨。项目建成后，不仅可以满足宣城高新区（东
区）、新塘羽绒产业园企业用热需求，更将为区域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和城市基础设施保障，
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本报记者 谭艺莹）

我市节能利用集中供热项目（一期）工程开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