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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晚上9时，郎溪县新发镇庄沿村
滑坡险情现场，高高挂起的几盏照明灯将现场
照得透亮，一台挖掘机正在对塌方的房屋进行
清障拆除，抢险队员们干劲十足地进行紧急抢
险作业。

一旁，正在塌方位置巡查的庄沿村党总支
书记夏士龙正劝导住在附近的一位村民。“房子
受到滑坡影响，今晚您肯定是不能住了，要不您
到附近的亲戚家里暂住几天，我们晚上还要观
察会不会继续有滑坡等情况发生。”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新发镇境内河水猛涨，
防汛压力倍增。7月15日下午，郎溪县第二联
合圩百车口末端突发40米长滑坡险情。县、
镇、村三级防汛人员立刻赶到现场进行抢险，转
移受灾群众，并对塌方房屋进行清障拆除，保证
堤坝安全。

“发现险情后，我们立刻对滑坡地点进行了
勘察，发现房屋已经倾斜，出现了大面积险情。”
水利技术指导组组长钟玉荣说，造成大面积的

滑坡主要是由于渗
水和管涌造成的。
目前水利技术指导
组和当地政府进行
磋商后决定将毁坏
的房屋进行拆除，
转移受灾群众，保
障群众生命财产和
圩埂的安全。

“我们村现在
主要是围绕‘清障、
值守、物资转移’八
个字来安排防汛工
作。”夏士龙告诉记
者，前期村里已经
对4公里的圩埂进
行了清障，并在圩
埂上设立了六个值
班点，进行24小时
值守。并安排了挖

掘机、砂石料、木桩和编织袋等防汛物资，确
保险情出现后 15分钟之内就能够就位。同
时制定了转移预案，当水位到人力不可抗拒
程度的时候，会在第一时间转移群众。“今天
下午发生险情后，抢险队员和挖掘机很快就
开始进行抢险作业，经过3个多小时的奋战，
目前抢险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我们准
备对滑坡部位铺设防雨布。”

自防汛工作开展以来，新发镇坚持镇党
政领导靠前指挥，全程一线督战，明确以村为
主体，压实各属地圩堤、水库、泵站等重点部
位的防汛责任。充分发挥村组干部与群众零
距离接触的优势，发动500余名党员群众佩
戴袖章共同参与巡堤查险、抢险救灾，要求全
镇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到村到点。同时，合理
调配县直下派包保干部，不断充实人员力
量。截至目前，县直下派干部16名、镇机关
干部46名全部在岗在位，共同做好防汛抢险
安置工作。

夜战郎溪第二联合圩
■特约记者 余克俭 本报记者 余庆/文 叶竞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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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做好防汛工作

近日，走进位于宣城经开
区的安徽生信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机器声此起彼
伏，工人们正忙着手头的生产工
作，整个车间一片繁忙的景象。

“我们公司现在是全省最大
的铝合金型材专业制造企业，公
司起步于建筑型材，目前也在朝
着建筑型材、工业型材、出口型材
并重的格局转型。”市政协委员、
安徽生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徐伟告诉记者。

据悉，该公司今年1月至6
月，生产铝合金型材料1.89万
吨，实现销售收入3.1亿元。面
对年初疫情影响，公司立足转
型创新，走出了一条发展新路。

在建筑型材方面，该公司
将重点转向高档门窗终端产品
发展；工业型材方面，顺应工业
产品节能和轻量化发展趋势，加
大现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轨道
交通、光伏产品部件生产比重；
出口型材方面，利用“一带一路”
机遇，扩大海外市场，出口量达
到销售总额四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减少
疫情带来的影响，通过下车间、
走访客户等方式集思广益，确定
了“零瑕疵”质量目标，在研发、
生产、销售等每个环节都力争做
到尽善尽美，用优质的产品质量

为公司凝聚核心竞争力。此外，
该公司按照客户业务种类、业务
量大小、订单时间等内容进行等
级分类，建立客户档案，做到带
着问题上市场，带着信息回公
司，为提高服务质量找准发力
点，提高品牌影响力。徐伟表
示：“目前企业销售的增量部分
正是来自于这些新型工业材料
产品的销售，并且公司生产的汽
车零部件、轨道交通、太阳能发
电部件等产品已在长三角市场
拥有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为全力抢抓市场开发，力争
实现全年销售收入8亿元的目
标，该公司重大建设项目亦不曾
停步。去年年底开工的12000
多平方米的综合仓库主体已完
工并投入使用。目前，另一间
4000多平方米的厂房正在建
设，设备也在定制化生产中，预
计10月份可竣工投产。

“被疫情耽搁的时间，我们
想办法要抢回来！”徐伟坦言。而
在与时间赛跑、复工复产的四个
多月中，该公司不仅没有裁员降
薪，而且新增岗位100多个，招聘
新员工98人。同时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要求，把个人防护形成常
态化，并加大设备、人员、材料及
资金投入，高标准、严要求抢抓
工期，确保完成年度计划。

生信新材料：转型升级走新路
■本报记者 戴丹丹

本报讯 2019年以来，宣州
区立足于群众，聚焦“三项工作”，
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关心和服
务工作，充分发挥志愿服务主体
作用，打造凝聚民心“强磁场”，
稳步夯实文明实践建设工作。

聚焦构建工作矩阵，因地
制宜搭平台。宣州区构建了党
委主体责任机制、各级“一把手”
直接责任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
三项机制，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归于党组织重要工作并
分工明确落到实处。着力打造

“中心、所、站”三级阵地，实现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
全覆盖。引进“互联网+文明实
践”理念，搭建网络平台，不仅运
用数据化对全区志愿者进行统
一管理，并与“今日宣州”“文明
宣州”等平台信息共享，实现了
区级到村级信息全覆盖。

聚焦主体力量建设，夯实
基础强保障。围绕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主体力量建设，该区成
立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总队，不断优化专业志愿服务队
伍。共开展培训会、座谈会9次，
强化对志愿者的业务培训，提高
其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针对
不同的区、镇、街道等不同的情
况推出和培育不同的服务品牌
项目。与此同时，开展星级评定、
举办各类大赛，对优质志愿服务
项目、先进志愿服务队伍进行奖
励和重点扶持，落实激励举措。

聚焦配齐营养套餐，贴近
群众送服务。围绕“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坚持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配送营养套餐，推动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更接地
气、更有成效。送“接地气”的
理论大餐，以“理响宣州”志愿
服务队为主力，用贴合群众习
惯的方式，常态化开展“举旗
帜·送理论”专题宣讲，真正将

“党的声音”传达到百姓心坎
上。送“聚人气”的技能大餐，
组织农业科技专家，将群众急
需的农业技术及时送到田间地
头、工厂车间。送“乡土气”的
原味大餐，坚持送育结合，引导
本地致富带头人、种养大户等
乡土人才，为村民们传经送
宝。送“暖人气”的温情大餐，
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扎实专
项化、个性化志愿服务活动。送

“冒热气”的文明大餐，充分发挥
身边好人、道德模范、优秀志愿
者带头作用，同时将新时代文
明实践与农村“三治”“一约四
会”相融合，引导群众在文明实
践中提高文明素养，推动形成
良好家风、文明乡风。

值得一提的是，宣州区不
断整合完善现有资源和阵地建
设，逐步建立完善线上平台。
持续做好文明实践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脱贫攻坚结合文章，
以贴民心的志愿服务活动扩大
新时代文明实践影响力，并通
过继续举办艺术化宣讲及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培育特色活动，
丰富中心项目库。逐步构建多
形式的志愿者保障和激励措施，
营造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新时
代文明实践服务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徐晨 实习生 邢紫玉）

打造凝聚民心“强磁场”

宣州区推深做实
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

新时代文明建设

●7月15日下午，市委常委、宣城军分区政委杜维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光勇，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黄敏
到宣州区朱桥乡走访慰问防汛一线官兵，对他们紧急驰援
朱桥乡防汛抗洪抢险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并送去方
便面、矿泉水等食品和防暑降温药品，市政府办、市卫健
委、市红十字会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慰问。（汪文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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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连续强降
雨造成我市局部地区出
现山体滑坡、道路桥梁
冲毁、部分电网设备遭
受严重损坏被迫停运等
情况。

面对灾情，国网宣
城供电公司第一时间组
织全市电力工作者，高
效开展防汛抗洪及抢修
恢复供电工作，确保救
灾抗洪电力供应。截至
目前，国网宣城供电公
司累计投入抢修队伍
237 支、抢修车辆 643
台、船只 72 条、人员
2669人次，为我市因特
大暴雨灾害造成停电的
51 条 10 千 伏 线 路 、
2427台变压器、97477
户用户恢复送电。

防汛堤上防汛堤上““点灯人点灯人””

暴雨持续，险情不
断。电力工作者们在防
汛抗洪一线，全力协助
相关部门，为圩堤及受灾群众生活送去及时电、安
全电，做到哪里有需要，应急电源、应急照明灯就
点亮到哪里。

7月6日晚7点，宣州区朱桥乡中心供电所接
到紧急任务，连夜为朱桥联圩安装防汛应急照明
灯。朱桥联圩是该乡最重要的圩堤，该圩堤亮灯
重要性可想而知。接到任务后，朱桥乡中心供电
所立即组织人员，备好工具奔赴现场，分成三队，
放线、架线、安装，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防汛应
急照明工作，为圩堤加固工作和人员安全转移亮
起了“夜行灯”。

7月7日凌晨，宣州区狸桥镇多个圩区出现安
全隐患点，狸桥镇紧急发起架设防汛应急照明线
路需求。险情就是命令，狸桥中心供电所迅速调
集车辆、灯泡、临时电杆等物资，火速赶赴现场。
凌晨1点30分，作业人员赶到第一个险情点石马
圩，借助有限的灯光冒雨勘察，分工明确后，立即
架线、安装灯泡。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 连日来，受连续
降雨影响，宣州区多个乡镇外河水
位已超保证水位且一直居高不
下，汛情牵动着大家的心。灾难
无情人有情，7月15日上午，市
区两级妇联组织和宣城市家庭

服务业协会志愿者服务队赴养
贤乡受灾群众安置点慰问受灾
群众，了解他们目前的生产生活
情况、受灾影响及存在的困难，
并送去价值1万余元的方便面
和夏凉被等生活物资。（市妇联）

市区妇联到养贤乡慰问受灾群众
图③ 近日，郎溪县退伍老

兵对险情地段进行水下探查。

图① 7 月 14 日晚，武警官
兵们在宣州区朱桥联圩魏村榨塘
埂段加筑圩埂。

图④ 7月15日下午，郎溪县
新发镇施家圩道路被淹，当地干群
耗费12个小时，修筑拦水坝。

图② 7 月 15 日下午，郎溪
县凌笪乡党员干部在转移群众。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记者 徐晨 叶竞文 项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