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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菱星马

本报讯（记者 杨正文） 9月 8日，

记者从市文旅局获悉，第32届马鞍山

李白诗歌节开幕式将于 10月 25日举

行，届时将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

马鞍山的城市精神和诗歌文化。与往

届不同的是，第32届马鞍山李白诗歌

节首次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开幕

式将以线上为主，全程直播。

据悉，本届诗歌节以“诗润生态福

地，相约智造名城”为主题，坚持“源于

李白，不局限于李白；源于诗歌，不局

限于诗歌”和“务实、精简、高效”的办

节原则，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线上为主，线上线下相结合，着力扩

大马鞍山的对外影响，丰富人民群众

文化生活，提升我市的文化品质和文

化效应，更好地推动马鞍山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

据悉，本届诗歌节有六大活动：第

32届马鞍山李白诗歌节开幕式、“讲李

白、唱李白、诵李白、演李白”线上活

动、“诗歌之城”李白诗歌节文创大赛、

“跟着李白游皖南”自驾活动暨“太白

之旅”研学游、马鞍山市文旅推介会、

“李白杯”全国诗歌大赛等。

据了解，自1989年起，马鞍山每年

以李白诗歌为主题举办吟诗节，至今

已成功举办31届，现已成为安徽省乃

至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重要节庆活

动品牌。1992年，马鞍山中国国际吟

诗节被国家列为中国国际观光年百项

重点旅游节庆活动之一，1995年又被

安徽省政府确定为五大节庆活动之

一，2005年首届中国诗歌节在马鞍山

隆重举行。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马

鞍山李白诗歌节从单一的诗歌吟诵到

集歌舞、吟诗、经贸、旅游于一体的系

列活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现已成为

马鞍山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享誉

国内外。

第32届马鞍山李白诗歌节10月25日开幕
线上线下六大活动与您相约“生态福地、智造名城”

记 者 邓婷婷
通讯员 陈静媛 沈瑛文

当涂螃蟹“爬”上上海人的餐桌，

和县蔬菜“越”过长江扎根南京菜市

场，含山茶叶“驭”网而行与浙江茗茶

一争高下……在长三角深入融合的大

背景下，我市农业多维度接轨长三角，

硕果累累。

今年以来，我市立足区位优势、资

源禀赋和产业特色，以特色化、产业

化、品牌化、融合化、一体化为主要路

径，大力实施现代农业提升工程，加快

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

基地。据统计，1-8月份，全市完成农

业招商引资总额149.6亿元，其中面向

长三角地区的招商引资总额91亿元，

占比61%。

有机绿色的“菜篮子”

禾黄早稻熟，吹糠见米现新粮。8

月 24日上午，在含山县联邦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的晒谷场上，刚刚收割上来

的有机早稻正沐浴着阳光，黄灿灿一

片。“有机绿色大米，上海、南京等各地

客户都来采购，供不应求。”联邦农业

负责人王传平表示。

“南京市场上的西红柿，八成都是

我们和县的。”王永贵是和县皖江蔬菜

批发市场的一名农民经纪人，他说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和县的蔬菜就已经

供给长三角。如今，和县每年110万吨

蔬菜有 40%供应南京，占南京整个蔬

菜市场的 10%左右，成为当之无愧的

南京“菜篮子”。

近年来，我市聚焦“一县一特”，巩

固提升和县绿色蔬菜、当涂生态水产、

含山精品林果等优势特色产业，大力

发展优质粮油、现代畜禽等重点基础

产业，支持引导与长三角地区有较好

合作基础、有优势的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扩大我市

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等优质

特色农产品的总量规模，打造面向长

三角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类

示范基地。

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专用品牌

粮食生产基地70万亩、生态养殖水面

50万亩、蔬菜产业基地 50万亩、精品

林果10万亩……当涂华东农产品物流

园、和县华农农博城、雨山安民农产品

批发市场已成为面对长三角的农产品

交易集散中心，和县蔬菜、当涂县河蟹

成功获批全省“一县一业（特）”全产业

链示范创建单位。

精深加工的“集聚区”

凌晨 12点，一辆长长的冷链车开

进金菜地生鲜豆制品中转仓库，而距

它们“走”下位于当涂县的金菜地工厂

生产线才刚刚过去两小时，6个多小时

后，它们又将“走”进南京市各大超市、

菜场。

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农产品加

工业“五个一批”工程，引领带动全市

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同时不断延

伸农产品供应链条，支持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建设一批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

基地，共建长三角3小时鲜活农产品物

流圈。“随着冷链物流业务的展开，我

们生鲜豆制品逐渐在南京、合肥等地

打开市场，今年截至8月份，公司生鲜

豆制品销售额同比去年增长了60%。”

金菜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石念朋说。

含山县兴业肉食品公司6100平方

米的厂房已建设完成；中华供销社华东

农产品冷链物流园已开工建设……“今

年，我们不断加强农业招商引资，遴选

产业规模大、发展前景好、带动效益强

的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行分类

指导、重点扶持，搭建科技创新、科技转

化、现代化农服等平台。”市农业农村局

乡村产业发展办主任陈静媛表示。

2019年，全市农产品加工产值超10亿

元企业达7家，已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

产业（示范）园区2家、省级4家。

都市休闲的“后花园”

“近悦远来”——长三角广播联盟

云直播马鞍山篇“非常之观，画里含

山”通过长三角地区13个地市云平台

同步云直播，带领观众一起“云游”含

山……

“含山县将依托现有旅游景区资

源，精心打造一大批乡村旅游景点，积

极融入南京、合肥两大都市圈，全面打

造长三角的乡村旅游休闲热土。”含山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范文说。

“扬生态之长和资源之丰，发展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我们大有可为。”市

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郭昌星表示，当

前，我市正利用和挖掘产业、生态、文

化上的特色，聚力提升当涂大青山、和

县鸡笼山、含山太湖山等重点休闲农

业片区基础设施水平和品质，串点连

线成片，打造一批有知名度、有影响力

的休闲农业“打卡地”和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

主动作为，乘势而上。下一步，我

市将更加深入谋划农业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这篇大文章，扬我所长，找准与沪

苏浙一体化发展的着力点，全力打造长

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和

现代农业发展先行区。据计划，到2025

年，我市将建成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

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30个以上，建成

超百亿元产业集群5个以上，面向沪苏

浙地区的农副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年

销售额达到800亿元以上。

加速融入长三角 农业振兴高质量
1-8月份，全市完成农业招商引资总额149.6亿元

记者 苏自山 通讯员 孙军

“退捕上岸后，我承包了80亩农

田，进行水稻种植和龙虾混养。”9月7

日，含山县运漕镇裘桂发说，上岸后他

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行业，一番考虑

后，他和爱人倪荣花选择了养龙虾。

裘桂发今年63岁，以前一家四口

人住在裕溪河的船上，两个儿子长大

后上岸成家。2018年 7月，运漕镇裕

溪河渔民住家船拆解后，他和爱人正

式上岸自主创业。2018年下半年，裘

桂发承包80亩农田，改造后进行水稻

种植和龙虾混养。

退捕上岸天地宽。裘桂发说：

“我们夫妻俩养龙虾种水稻，收入不

比在水上差。2019年，收回全部成本

后略有盈余。今年到目前为止，纯利

润相当可观，目前虾塘还有部分成品

虾未出售。”

今年48岁的钱宏湖自2013年渔

民上岸安居工程启动登记后从事水

上运输。创业初期，他投资一艘 500

多吨的运输船，年收入约10万元，后

来发展成一艘1350吨的钢质船，年收

入近40万元。今年5月份，他卖掉原

船，投资 600多万元新购 1万吨的大

型货船，跑运输两个多月，每月收入

20万元左右。

“含山县在已完成全部491艘渔

船、223条‘三无’涉渔社会船只的拆

解任务基础上，严格落实退捕转产渔

民的各项保障工作，确保退捕转产平

稳有序。”含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汪

俊介绍，该县按照“一户一档”的原则

为全部648名渔民建档立卡；开展转

产渔民培训班，累计转产就业渔民

269人，渔民就业率达100%；按要求

为渔民办理各项保险，转产渔民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办理率均达100%，继

续巩固渔民上岸和渔民住家船拆解

工作成果，转产渔民住房安置率达到

100%。

管好源头碧水清。据介绍，含山

县妥善做好转产渔民安置保障，扫清

禁捕隐患。重点加强违法打击力度，

管好禁捕“源头”；组建县农业执法大

队和护渔员队伍，并会同县公安、交

运、港航等部门在该县禁渔重点水域

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鱼行

为；该县各镇先后成立了护渔队，全

天候不间断开展巡查。

与此同时，该县组织警力深入运

漕镇退捕渔民安置小区，开展禁捕宣

传，切实强化市场销售监管，堵住禁

捕“末梢”。县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加

大对市场经营主体的检查力度，严查

违规销售非法捕捞水产的行为。对

农贸市场水产经营户进行摸排登记，

宣传禁售江鱼、江虾、江鳖等规定，和

水产户签订禁售承诺书，清除相关招

牌、标识等；组织巡查餐饮服务单位，

禁止销售江鱼类菜肴，并及时清除有

关店招、菜谱等

退捕上岸天地宽 管好源头碧水清

本报讯（记者 高文亮） 9月8日上

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夏劲松率队深

入我市部分星级酒店宾馆及新三馆，

实地督查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她要

求，各相关部门严格对照创建标准，细

致入微找差距、补短板，确保创建各项

工作落地落实。

在督查过程中，督察组发现富力

万达嘉华酒店存在停车管理不规范、

公益广告设置不到位、宣传氛围不够

浓厚、“文明餐桌”宣传不到位问题；

新三馆出入口存在公益广告牌老旧，

内容未及时更新问题；金鹰尚美酒店

存在公益广告摆放不明显问题。围

绕文明城市创建中的这些细节问题，

督查组一行现场布置整改落实。

夏劲松在督查中指出，当前，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已到了全市上下总

动员的关键时期，酒店宾馆作为展示城

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要严格对标对

表，认真自查自纠，迅速补缺补差，不断

提升自身服务质量和环境品位。要切

实提升水平，将各行业的经营能力与

文明创建工作相结合，真正做到在巩

固中提升、在整改中提升。相关部门

要加强协调、形成合力，主管部门要加

强督导和监督力度，加快解决文明创

建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盲点问题。

市领导督查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标题新闻

◇ 9月8日，副市长杨善斌赴当涂县、博望区暗访长江禁渔
工作。

本报讯（记者 余齐斌 通讯员 李
静） 9月 4日，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公布2020年省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名单，十七冶集团孙柏荣技能大师

工作室名列其中。至此，十七冶拥有1

个国家级、1个省级、4个市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

为给加快培养企业高技能人才提

供重要支撑，十七冶一直重视技能大

师工作室建设。孙柏荣技能大师工作

室2017年组建，孙柏荣作为工作室领

衔人，长期从事电气调试工作，并充分

发挥高技能人才的引领作用，紧密结

合企业施工生产实际，积极开展多领

域研究探索，在技术创新、高技能人才

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多次

被评为集团“先进工作者”“杰出青

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荣获“江淮

杰出工匠”、“安徽省技能大奖”、省“五

一劳动奖章”、市“首席技师”等称号。

十七冶获批一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本报讯（本报记者） 9月8日晚，马

鞍山市中医院承办的“让中医药融入

百姓生活”安徽省中医药宣传周活动

在万达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马鞍山

市卫生健康委主办，马鞍山市中医院

承办，主要包括文艺表演、专家义诊、

健康咨询、政策展示、精品中药展示、

中医药发展史图片展示、科普资料发

放和互动体验等八大板块。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中医药传统经

典诵读、养生气功八段锦、五禽戏现场

讲解等表演，并邀请学生及群众参与

制作中药香包，体验中医传统疗法（冬

病夏治、针灸、艾灸、耳穴压豆、穴位贴

敷）、参与中药材鉴别等互动体验活

动。现场部分市民纷纷表示：“以前认

为中医药离我们很遥远，但参加此次

活动后，却发现中医药文化充满了趣

味性、生活化，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更加

注重中医养生健康。”

据介绍，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

让市民从体验中获得乐趣，在乐趣

中感受中医药的魅力，提升公民中

医养生保健素养，增进全社会对中

医药的认知与认同，为中医药健康

养生文化构筑群众基础，促进中医

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让中医药融入百姓生活
马鞍山市中医院2020年安徽省中医药宣传周活动圆满举行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是全国重要的重型卡车、重型专用车

及核心零部件生产研发基地，国家重点

支持企业，首批“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

地企业”，第四批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

企业，国家倡导发展自主品牌、坚持自

主创新的典范。公司总资产100亿元，

净资产35亿元，固定资产60亿元；员

工5000人，工程技术人员1200人；占

地面积3500亩，建筑面积40余万平方

米。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

工业设计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

国际研发接轨，与天津大学、湖南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建立长

期的产学研合作。主导产品为重型汽

车底盘及整车、动力总成、车桥、重型专

用车、新能源商用车、客车、其他汽车零

部件及总成件等系列产品。

华菱汉马H7系列牵引车搭载了

“汉马发动机+汉马变速箱+汉马车

桥”自主动力链，是真正的自主创新重

卡。整车轻量化设计，驾驶室全钢笼

式骨架结构，气囊悬浮减震，搭载多模

块智能安全辅助驾驶系统。

汉马动力 CM6D30.560 60 型

柴油发动机采用整体式缸盖、直列六

缸、四气门、顶置凸轮轴、后置齿轮

室，斜齿轮及降噪设计，排量为12.8

升 ，功 率 可 达 560 马 力 。 采 用

1800bar博世电控燃油喷射技术+双

通道 EGR+D0C+DPF+SCR，排放

满足欧Ⅵ排放标准。

牢记嘱托再出发牢记嘱托再出发 奋力谱写新篇章奋力谱写新篇章
——长江禁捕退捕

9月7日，技术工人正在加工超硬
材料刀具、车床及轧辊铣床组件。慈
湖高新区马鞍山中金超硬材料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是一家自主研发、设计、生
产超硬材料轧辊专用刀具、辊环磨床、
数控轧辊专用车床等高端组件的高新
技术企业，该公司3个系列、50多个种
类的专用刀具深受广大用户青睐。

记者 邵纪明 通讯员 汤生信 摄

自主研发高端技术产品
市场走俏

（上接第一版）要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
党，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加深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的
理解，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
广大党员干部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
联系实际学，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筑牢信仰
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践
行根本宗旨。要牢记为民初心，把群众
观点、群众路线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
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
上服务群众，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
忧，以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
命。要常态化开展“走进群众解难事、走
进企业破难题、走进一线攻难关”“三走
进”活动，切实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树
立严实作风。要提升政治能力，善于从
政治上分析问题，不断提高辨别政治是
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
政治风险的能力。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强化基层基础，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求真务实、真

抓实干，不断巩固党群干群关系。要发
扬斗争精神，勇于攻坚克难，敢于动真碰
硬，把党性体现到解决实际问题、提升服
务群众实效上来。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锤
炼干部队伍。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
立以实干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的正确
导向，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中检验干部，在
基层一线发现干部，推动形成勇于担当
作为、奋力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要加
强干部监督管理，做实党内政治监督谈
话。要持续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
引导广大干部自觉做忠诚、干净、担当的
好干部。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
势，加快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
体制机制，实现正气充盈、政治清明。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
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
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关键要做到知行
合一、干字当头，见行动、见实效。各级
各部门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
殷切期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用全面从严治党凝聚强大正能量，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奋力谱写“生
态福地、智造名城”建设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