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集体场所防控100问

健康科普专栏

责任编辑 汪辉 责任校对 何敏综合新闻 2020年7月2日 星期四

电子邮箱：xcrbjjb@163.com
2

阖家欢乐、富贵吉祥是每个人最
朴素的愿望。在宣州区周王镇云峰村
村民胡万喜的家门口，春节期间贴上
的对联看上去已经有点破损，但依然
寄托着一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6月下旬的一天，走进胡万喜家，
只 见 正 对 着 大 门 的 是 他 的“ 宝
贝”——弓弦和棉花机，虽然有些陈
旧，可很少有人知道，它是一家人收
入的主要来源，也曾“红”遍了云峰村
家家户户。胡万喜的“弹棉郎”名号
也是因此得来的。

胡万喜是云峰村张家湾村民组贫
困户，妻子十几年前患上脑膜炎，如今
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这些年，虽
然有政策帮扶，但胡万喜仍希望通过
双手改变生活窘境。思前想后，他重

新抄起了弓弦和棉花机，做起了弹棉
花的手艺活。

“别看棉花软而小，弹起来力道可
不能少。”胡万喜一边操作着一边如是
告诉记者。仿佛变魔术一般，一声声
弦响过后，只见一堆棉花被压成了一
条整整齐齐的被褥，紧接着，纱棉网固
定好棉絮后再加以压磨，一床棉絮也
就算完工了。“但现在技术发达了，老
手艺也没人问津了。”胡万喜有些失落
地表示，现在自己“棉花作坊”也就慢
慢地淡出了大家的视野。

当然，令他焦虑的不仅是弹棉花
生意的惨淡，最亟待解决的还是家人
的生计问题。胡万喜本身患有严重的
糖尿病，每天需要吃药，女儿念书也需
要花钱，还有家庭的日常开支。“每天
急得睡不着觉，愁！”他说。

了解到胡万喜的情况后，云峰村
村“两委”干部主动找上了门，不仅为
其妻子和女儿申请了低保，还利用危
房改造计划资金将他的住房进行了翻

新。此外，村“两委”干部还将原来的
村部闲置的电房拆除，无偿给胡万喜
一家人提供厨房和厕所搭建场所。“本
来房间和厨房一房两用的，现在宽敞
了，也干净了，上厕所也不用借别人家
的了。”胡万喜感激地说。

为了帮助胡万喜长远解决家庭
收入的问题，今年年初，云峰村党总
支书记李学文与他商量着能不能利
用家门口的闲置稻田发展水稻种
植。“当时李书记说，田亩的协调和稻
种的挑选包在他们身上，让我更放
心了。”胡万喜说。

说干就干。一切准备就绪，开春
后胡万喜下定决心种植25亩水稻。
如今，盛夏临近，最近一段时间，胡万
喜每天家里田里两头奔波，皮肤被晒得
黝黑，手上也被旋耕机磨破了几层皮。

“农民哪有怕吃苦的，累一点没关
系，只希望今年秋天能有个好收成，家
里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说完，他又
扛起锄头，走向了稻田……

胡万喜：“弹”出致富新乐章
■彭惠 本报记者 顾维林

推进宣城高质量发展

聆听特殊党课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6月29日，泾县公安局汀溪派出
所党支部邀请有着45年党龄的老党员姚应华，以红色教育为主题，在汀溪
派出所党员活动室，给派出所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特殊党课。党课后，汀溪
派出所全体党员面对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任超 王响宁 摄

开展党员干部党史教育活动

6月25日，端午假期，记者在敬
亭山景区走访发现，游客赏美景、
品美食、晒美图，文明旅游渐成风
尚。但仍有一些不文明旅游现象，

成为旅途中的“不和谐音符”。
图为游客带小孩攀爬景区雕塑。

本报记者 叶竞文 摄

旅游景区攀爬雕塑不文明

●6月30日下午，宣城市2020年全
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副
市长宁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全民科学素
质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参加了会议。

宁伟强调，要提高站位，增强做好全
民科学素质工作的使命感，扎实做好全
民科学素质各项工作，确保目标如期实
现。要正视差距，增强做好全民科学素
质工作的责任感，要落实责任，抓紧抓实
2020年全民科学素质的重点工作。各
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团结协作，努力做
好市全民科学素质各项工作，提升工作
水平，为我市创新型城市建设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会上，通报了2019年我市全民科学
素质工作情况，部署了2020年工作任
务，听取了市教体局和市地震局2019年
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汇报。

（本报记者 徐静雅）

本报讯 近年来，宁国市牢固
树立“环境就是生产力、环境就是
竞争力、环境就是吸引力”的理念，
着力打造亲商安商的投资环境、高
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宜居宜业的平
台环境、内外畅联的开放环境、公
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以降本减税为抓手，打造亲商
安商的投资环境。宁国市大力推
进涉审中介服务“网上超市”和“实
体超市”建设，建立入驻中介机构
考核与退出机制。疫情期间，在全
省率先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共渡
难关政策十六条，要求各银行机构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暂时出现还款
困难的企业，采取延期还款、分期
还款等措施加大支持力度。不断
完善银企对接服务模式，通过“云
税贷”“税融通”等项目为企业解决
资金需求超1.29亿元。一季度，该
市123个重点项目中，50个续建项
目全部复工，68个新开工项目已开
工26个，开复工率位居全省前列。

以深化改革为统揽，打造高效
便捷的政务环境。通过盘活“僵尸
企业”1.6万平方米办公大楼，整合
筹建了宁国市“市民之家”，真正实
现“进一家门办百家事”。依托“互
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积极
推进线上线下办理，打造全覆盖的
政务服务工作网络。截至目前，共
划转“即办件”155项，实行网上办
件23000余件，企业开办审批时限
压缩80%以上，企业设立登记时间

压缩至1个工作日，1509个事项实
现“最多跑一次”，首推161项“一
证通办”事项。1-4月份，该市新
设企业360家，95%的新设立企业
均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申报审
批。实行个体工商户电话预约办
照359户，梳理“非接触式”网上办
税清单共185个涉税缴费事项，累
计办理“网上申领、邮寄发票”业务
50余笔。

以产城融合为指引，打造宜居
宜业的平台环境。以宁国经开区
（港口产业园）为基础，以中德智造
小镇为引领，以特色工业集中区为
补充，着力构建主业明晰、重点突
出、特色明显、错位发展的产业集
群发展载体平台，努力提升产业承
载力和集聚度。在2019年全国国
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
价中，宁国经开区位列全国第80
位、全省第 5 位。依托“宁国智
谷”，进一步发挥华测密封件、省级
耐磨铸件检验检测中心等公共服
务平台作用，着力构建覆盖该市汽
车零部件、耐磨铸件、电子元器件
三大主导产业的科技创新、质量认
证等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自
主创新、产品出口等精准服务，实
现公共科技资源与集群企业的集
成、互动、共享，并按照“东改西提、
南扩北进”的发展思路，将城市划
为七大板块分片打造，明确投资定
位、凸显投资价值。

以互融互通为目标，打造内外

畅联的开放环境。抢抓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G60科创走廊建设等重
大机遇，全方位对外宣传推介、开
展招商引资，加快融入“苏浙沪”经
济圈。创新工作举措，变线下“面
对面”到线上“屏对屏”，采取“企
业、客商线上大走访”“云洽谈、不
见面签约”，宣传推介一系列“暖
企”政策等方式，确保招商不“断
线”。1-4月份，全市新签约亿元
以上项目30个，较去年同期增长
30%，其中总投资20亿元的山虎
机械、15亿元的永电智创城等一
批体量大、牵动性强的好项目顺利
签约落地。

以五维共治为依托，打造公平
正义的社会环境。全面推进构建
村级组织治理、基层协商治理、“微
权力”治理、新型社区治理、文化生
态治理“五维共治”基层治理新模
式，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
障”的社会治理机制，努力提升社
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
业化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
航。深入开展“平安宁国”建设，加
快推进“天网工程”建设，建成公安
视频监控点2900个，实现城市、集
镇、农村公共部位全覆盖。近三年
以来，该市各类刑事案件发案数下
降22.7%，公众安全感位居全省前
列，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
高奖项“长安杯”。

（柯宁 本报记者 陈华易）

宁国全面打造营商环境高新“样本”

我市组织市直厅级
离退休干部考察商合杭铁路

本报讯 6月29日，我市组织市直厅级离
退休干部考察商合杭铁路项目建设情况，参加
商合杭铁路合肥以南段试乘活动。

考察期间，老干部们先后来到了宣城火
车站站前广场和东西两侧站房，考察了商合
杭铁路项目建设情况，并听取了市铁路（机场）
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和火车站工作人员关于项目
建设情况的汇报，宽敞整洁的候车大厅，现代化
的营运系统，便捷舒适的配套设施，让老干部们
啧啧称赞。

随后，老干部们从宣城火车站乘车参加了
商合杭线路合肥以南段试乘活动。坐在舒适、
明亮、平稳的车厢内，老干部们兴高采烈，切实
感受到了高铁通车给我市人民带来的方便快
捷，将为我市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让人民群
众更好地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成果。

老干部们纷纷表示，宣城近年来发展形势
喜人，成就令人欢欣鼓舞。他们将继续关注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发挥正能量，为宣城建设
发展助力。 （本报记者 余庆）

我市民生工程
现场观摩调度会召开

本报讯 6月30日上午，我市民生工程现
场观摩调度会在宁国市召开，部署推进民生工
程项目建设。市及各县市区民生办负责人及相
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在宁国市仙霞镇盘樟村和孔夫村，与会人
员现场观摩了美丽乡村示范点、农村改厕及废
弃物等非卫生厕所改造情况、养老服务站、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农村危房改造情况等8
个民生工程项目点，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项
目资金整合、长效机制建立等情况，学习交流相
关工作经验。

调度会上，市民生办传达省民生办相关工作
要求，通报了前期工作开展情况。各县市区负责
人就观摩情况座谈感受，就前期工作、存在问题及
下一步工作打算进行交流讨论。会议要求各地
强化紧迫意识，加强项目调度，紧盯工程类项目实
施进度；推进精准实施，打造民生工程精准实施
和精细管理工作亮点；采取有效举措，自查自纠
自身存在的短板和问题，推进项目高质量实施，确
保圆满完成全年任务目标。（本报记者 王肖肖）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打击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6月30日上午，市中级人民法院
召开打击毒品犯罪案件审理情况新闻发布会，
会上详细介绍了4起毒品犯罪典型案例，通报了
2019年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总体情况和成果。

2019年全市法院共审结生效毒品犯罪案
件40件，判处罪犯58人。案件数和判处罪犯
人数分别为2018年的39.6%和45.7%，二者均
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我市毒品犯罪主要方式为
贩卖毒品和容留他人吸毒，主要涉及走私、贩
卖、运输、制造毒品和容留他人吸毒罪，分别为16
件和22件，占案件总数的95%。目前我市毒品
犯罪主要呈现为犯罪方式较为简单，涉及罪名集
中，前科、累犯、再犯所占比例较高，以贩养吸的
情况突出；毒品种类主要以冰毒为主等特点。

市中院根据以往对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经
验，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精心安排部署，把禁
毒工作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纳入法院工作
整体规划。全市法院高度重视审判组织建设，
指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强的员额法官审
理毒品犯罪案件，确保案件质量。并依法严惩
制造毒品和大宗贩卖、运输毒品等源头性犯罪，
严厉打击累犯、毒品再犯和职业贩毒的犯罪分
子，切实做到依法严打与有效预防相结合。一
如既往的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不断创
新工作手段，完善工作机制，推动打击毒品犯罪
向纵深发展。 (本报记者 陈华易)

本报讯 我市林业
部门按照省财政厅和林
业局的统一部署，认真组
织开展了对全市2019年
中央财政林业生态保护
恢复资金、林业改革发展
资金和省财政林业资源
保护修复与改革发展资
金绩效自评工作，继而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

从全市审核汇总情
况来看，我市2019年中央
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资
金 9038.35 万元，实际执
行数 7613.89 万元，执行
率84.24%。其中：中央财
政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

金执行数839.74万元，执
行率87.15%；中央财政林
业改革发展资金执行数
6774.15 万 元 ，执 行 率
86.98%；省财政林业资源
保护修复与改革发展转
移支付资金5008.4万元，
执行数 2386.58 万元，执
行率47.65%。

目前，我市已基本完
成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资金项目的实施，建设内
容基本按规定时间完成，
达到了项目建设质量要
求，资金拨付基本到位，
资金使用规范。
（本报记者 王肖肖）

我市完成2019年度省以上
林业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工作

本报讯 连日来，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加大对公路危险路
段、防护设施、桥涵的巡
查力度，同时加强水上巡
航，督促港口码头安全作
业，做到雨前排查、雨中
巡查、雨后复查，及时处
置各类安全隐患，保障交
通安全。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成立防汛抗
旱领导小组，落实抢险
职责，全面部署防汛工
作，坚持 24小时值班制
度，全体执法队员保持
通讯畅通，统筹协调公
路、水路和道路运输领
域汛期行政执法保障工
作，及时完成市交通运

输局防指交办的工作任
务。对辖区内的七条线
路加大巡查频次，对因
雨水造成水沟堵塞、路
面积水及路面坑槽等及
时告知养护单位做好维
护维修，对于路肩塌陷、
路面坑槽等水毁灾害通
知公路养护单位立即修
复，路政人员在巡查过
程中发现因强降雨而导
致的树木倒塌、标牌设
施歪斜等，立即清除维
护。该支队加强宣传、
提前预警，要求在港停泊
船舶有序停靠，加强锚固
和船舶值守，并督促港口
码头安全作业，严禁恶劣
天气冒险作业。

（交通宣）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强化防汛巡查保安全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