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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聚力打造人才高地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实施意见
（2022年修订版）》（马发〔2022〕6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市委人才办会同
市科技局、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等部门组织开展了我市2022
年第一批“龙马”、“驿马”工程人选申报认定工作，初步认定“龙马”工程
人选9名、“驿马”工程人选2名，现按有关规定对人选进行公示。

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2022年8月2日-8月8日）。公示期间，对初
步人选有异议，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市委组织部人才服务中
心反映。反映情况要客观真实。以单位名义反映的需加盖公章，以个人名
义反映的需实名并提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市人才服务中心
电话：0555-2361234
地址：湖西中路1461号（市党群人才服务中心）
邮编：243000
附：马鞍山市2022年第一批“龙马”“驿马”工程初步人选名单

中共马鞍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8月2日

马鞍山市2022年第一批
“龙马”“驿马”工程人选公示

姓 名
一、“龙马”工程

司家林
庞 亮
吴庆君
朱辉兵
徐采云
胡良平
李佳佳
尹路光
杨家胜

二、“驿马”工程
翟 宁
黄小鸥

申报单位

安徽辅朗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仙乐健康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仙乐健康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槟城电子有限公司
泰尔（安徽）工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金晟达生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蜂巢能源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
蜂巢能源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金晟达生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泰尔（安徽）工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附件:

马鞍山市2022年第一批“龙马”“驿马”工程初步人选名单

本报讯（记者 刘小庆 通讯员
朱琳） 8月1日，“非凡这十年 飞阅马
鞍山”第二站在花山区启程，开启为期
五天的全媒体大型航拍行动花山篇。

从马鞍山到薛家洼，从幸福广场
到天门大道立交桥，从慈湖河沿线到
江东大道周边，当天，由文字、摄影、
摄像记者组成的五人团队，顶着烈
日、淋着阵雨，从空中、地面等多视角
了解十年来花山的变化。同一角度
新旧照片对比，同一建筑十年后再
看，在对比中聆听城市发展脉动，感
受更大、更美、更新的新花山。

一眼十年，万象更新。根据计
划，“非凡这十年 飞阅马鞍山”航拍
行动队将充分运用新手段和新方式，
创制画面、文字、视频和音频等一系
列融媒产品，包括360°VR视频、纪
录片、互动海报、融合手绘长卷、大型
珍藏版手绘AR长卷等，多点位、多角
度、多层次展现花山区十年巨变，见
证这片热土十年腾飞新变化，为城市
留下一份“城”长发展的珍贵记忆。

新花山见证腾飞新变化
“非凡这十年 飞阅马鞍山”第二站在花山区启程

记者 宣昀昊 通讯员 鲁良

截至目前，参加合作社的农户
143户，从业人员900多人，花卉苗木
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这是雨山
区向山镇石马村党总支副书记王爱
民扎根农村、从事花卉种植近30年交
出的“成绩单”。

从部队到地方，转变的是身份，
不变的是本色。王爱民始终牢记自
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退役军人，
奋战在乡村振兴主战场，带领更多的
村民创收致富。

脱下军装踏入花卉创业新战场

1994年退伍回乡后，王爱民不
甘于守着几亩薄田，毅然选择了从
事花卉苗木培育种植这条道路，开
始了艰苦创业。从最初的利用自家
旱地种植花卉，到承包三亩农田试
种一些市场需求量较大的花草盆
景，再到流转村民的土地进行示范
种植，到现在拥有占地200多亩的种
植基地，成为雨山区数一数二的种
植大户……王爱民用辛勤与汗水打

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王爱民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刚开始从事花卉种植，由于缺
乏相应的种植技术和经验，经常遇
到各种问题，有时近乎绝收，他也曾
一度气馁，甚至产生过放弃的念
头。但在部队锻炼出的坚毅品格和
顽强意志，支撑他度过了那段艰难
的日子。

后来，因花卉苗木种植规模不断
扩大，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王爱民意
识到想要提高种植效益，必须要调整
品种结构，改变传统种植方式。他先
后来到安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等高校拜师学艺，并主动加强与南京
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院校联
系，进行产学研合作，开展高档花卉
苗木品种及关键性技术的引进与研
发，不断提升花卉苗木产业的科技水
平。2004年以来，王爱民先后引进了
丹桂、红豆杉、梅花、蝴蝶兰等20余种
中高档花卉品种进行示范种植，目前
他的种植基地中高档花卉品种占八
成以上，种植效益不断提高。近年
来，他又率先尝试发展大棚栽培花卉

技术，取得明显成效，并投入资金30
多万元，建成了1000平方米的控温温
室，大幅提高了种植效益。

不忘初心奋战乡村振兴主战场

通过艰苦创业，王爱民自己富了
起来，但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心愿，那
就是通过传授花卉苗木种植技术，让
更多的乡亲富起来。“我的想法很简
单，就是让更多的村民能跟我一样，
靠着花卉苗木种植，摆脱面朝黄土背
朝天，年年靠天收的命运。”王爱民
说。

王爱民免费向周边村民传授种
植经验、技术，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
到花卉苗木种植中来。随着种植面
积和规模不断扩大，数量和品种逐渐
增多，如何协调各家各户进行种子引
进、组织市场营销等，成了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

为解决难题、减少不必要竞争，
在雨山区农委的指导下，2007 年 8
月，王爱民牵头注册成立了马鞍山市
爱民花卉苗木培育种植专业合作社。

王爱民结合多年积累的种植经

验，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花卉苗木新
品种及栽培技术等方面的资料，免费
送给村民，并且将课堂延伸到田间地
头，以自己的示范田作为教室，每年
组织多场现场技术培训。截至目前，
合作社已有 143 户农户，从业人员
900多人，花卉苗木种植面积达1000
多亩，其中温室大棚面积达8000多平
方米，种植品种700多种。石马村也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花卉苗木特色
村”，花卉苗木产业实现了规模、品种
和技术的三大飞跃，农民人均纯收入
增加了一万多元，村民们的生活也因
为花卉苗木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一个人富裕不算富，带着村民
一起致富才是真的富。”在王爱民心
中，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村民
亲切称呼他是“花卉科技能手”“花卉
苗木产业的领头雁”“农民致富的贴
心人”，这些称呼比荣誉更加让他自
豪，同时也更加让他感受到自己肩上
的重担，“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
带领村民增收致富，争做乡村振兴路
上的‘排头兵’。”

退伍不褪色 致富领头雁

本报讯（记者 余萍 通讯员 朱
晓莉） 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
怀。8月1日，市委老干部局组织开展
庆“八一”系列活动。

当日上午，市委老干部局、市军
休所联合开展“庆八一·感党恩”红
色观影活动，退役军人、年轻干部
共同观看了爱国影片《狙击手》。

影片讲述了狙击五班战士们为营救
战友、保护情报，与敌军殊死对决
的故事。影片以狙击五班一场看似
普通的战争，折射了千千万万志愿
军战士守和平、卫家乡的英勇故
事，展现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通
过此次观影活动，大家重温红色记
忆，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党爱国爱

军的红色教育。
当日下午，市委老干部局组织

机关年轻干部前往市军休所，开展
“忆峥嵘岁月·砺初心使命”——听
老兵讲军旅故事活动。座谈会上，
84 岁老兵张传孝讲述了自己参与
我国首枚洲际导弹研制发射的故
事。“那时候我和你们一样年轻，又

是党员，满腔热血，一心想着报效
国家……”听了老兵生动形象的讲
述，年轻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作
为一名老干部工作者，要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更加饱满
的工作热情、时不我待的工作态
度，为我市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
贡献青春力量。

市委老干部局开展庆“八一”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余萍） 8月1日，首
批10名理论专家、领导干部、先进模范
接受市党群（人才）服务中心的聘任，成
为全市党员教育品牌“红色讲堂”的首
批兼职讲师。

2021年7月1日，市党群（人才）服
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行。作为全省首家
市级党群（人才）服务中心，市党群（人
才）服务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

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加强党员教育精品
课程开发，不断丰富党员教育内容，提
升党员教育实效，成为全市教育党员的
新阵地、服务人才的新窗口和为民解忧
的新平台。服务中心投入运行以来，累
计接待各级党组织370余个、党员群众
3万余人次，其中，市党群（人才）服务
中心党员教育品牌“红色讲堂”，持续为
全市党员端上一道道“精神大餐”，受到
广泛好评。

“首批聘任的10名兼职讲师在政

策理论、专业研究等方面有着很高的素
养，是市党群（人才）服务中心的重要师
资力量和宝贵资源。”市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同志表示，兼职讲师将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析事明理、解疑释惑，通过做到

“四讲清”，即以先进思想为导航，以科
学理论为定向，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
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讲清楚党
的初心使命；突出形势政策宣讲，契合
广大党员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的
关切，把党的决策部署与各项事业发展

实践相结合，讲清楚来之不易的发展成
就和充满期待的美好愿景；用好红色资
源，讲好先进模范的崇高品格、宝贵精
神，讲清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紧扣百姓热点，聚焦群众关心的柴米油
盐、衣食住行的话题，讲清楚群众天天
有感的暖心工程和民生实事，把干事创
业的信心决心传递出去，把党员群众需
要的知识信息传播出去。

当日，兼职讲师王春祥以《跳出历史
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为题作专题报告。

首批10名专家受聘担任“红色讲堂”兼职讲师

8月1日，在现场作业人员的指挥
下，由中铁四局巢马城际铁路3标马鞍
山北制梁场生产的40.6米箱梁，稳稳地
落在了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引桥之上，
标志着巢马城际铁路全线首榀近千吨

“超大箱梁”架设成功，工程建设进入到
了架梁施工的新阶段。

“此次架设的首榀箱梁梁体长40.6
米、重927.3吨，使用国内最大吨位高铁
提梁机进行提梁作业。”中铁四局巢马
城际铁路3标项目经理周庆勇介绍，巢
马城际铁路横跨长江，引桥区域属于泄
洪区，地基承载力要求高，采用40.6米
大跨度铁路简支梁可以有效减少阻流，
并减少桥墩连接共振点，让高铁列车达
到更高的运行速度，这也是安徽省内架
设的最长铁路预制箱梁。
记者 王文生 通讯员 王芳芳 胡姝 摄

巢马城际铁路
近千吨“超大箱梁”全线首架

本报讯（记者 吴衡 通讯员 邓大
伍）7月27日，安徽省农业信贷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马鞍山业务管理中心正式
成立，这是省农担公司在全省成立的第
8家市级业务管理中心。

据了解，省农担公司成立于2015
年，是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属国有企
业，也是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和
监管的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该
公司以“行农担使命、助皖美振兴”为
服务理念，聚焦农业强、农民富、农村

美，专注为我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
体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放大财政支农
政策效应，补“三农”短板，促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高质
量发展。截至目前，安徽省农业信贷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已累计为马鞍山
市2971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担
保贷款16.2亿元，有力支持了马鞍山
新农主体发展。

“马鞍山农业产业基础好，已形
成和县蔬菜、当涂水产、含山大米等

‘一县一特’的发展格局，全面扎实推
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省农担公司作为政策
性融资担保机构，因农立命、为农担
当、因农而生，这次在马鞍山成立业
务管理中心，支持马鞍山市实施乡村
振兴特别是农业产业振兴，正当其
时、十分必要。”省农担公司马鞍山业
务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

据悉，此次成立的安徽省农业信
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马鞍山业务管

理中心，主要负责马鞍山市辖区范围
内的农业信贷担保业务推进和拓展
等工作，通过提供农业信贷担保服
务，解决涉农信贷高风险、缺信用、少
抵押物等问题，让金融支农更加高
效，更好更快更优服务我市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解决好涉农主体融资

“难、贵、慢、烦”等问题，撬动金融机
构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拓宽农
民和村集体增收渠道，培育现代农业
产业发展新动能。

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安徽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马鞍山业务管理中心正式成立

记者 刘明培 通讯员 金磊

7月27日凌晨5时，马鞍山法院
“江淮风暴”执行攻坚优化营商环境夏
季行动第四场集中统一执行行动正式
启动。全市两级法院200余名干警发
扬连续奋战精神，聚焦涉拖欠企业债
务、涉民生、涉融资担保等重点案件开
展执行攻坚，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当天，市中院执行局联合法警支
队组成执行小分队，针对拖欠企业债
务案件开展集中执行行动。市中院
共出动干警18人，查找被执行人6
人，快速执结案件2件，达成执行和解
2件，执行到位金额80余万元。

申请人江苏某健康农场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马鞍山某禽业育种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被执行人拖欠申请
人货款44万余元。立案执行后，市中
院执行小分队前往该公司厂房找到公
司负责人，将释法明理、耐心劝诫与依
法采取强制措施相结合，最终该公司

负责人表示愿意配合法院执行，双方
当事人达成分期履行和解协议。

被执行人马鞍山某停车场服务
公司应支付申请执行人马鞍山某驾
驶员培训公司租金31.9万元，但被执
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案件
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小分队前往被
执行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调查，对被
执行人法定代表人进行了谈话，并告
知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在强制执
行的威慑下，被执行人积极与申请人
进行协商沟通，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据了解，马鞍山两级法院坚持上下
联动，充分利用“江淮风暴”夏季行动契
机，多举措开展“端午猎赖”“强制腾退”
等集中统一执行行动，形成集中执行持
续发力、不留空档的良好态势，深入巩
固“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成果。本次全
市法院集中统一行动共查找被执行人
80余人，拘传被执行人48人，拘留5
人，扣押车辆1台，执行和解14件，执结
案件47件，执行到位金额532万余元。

马鞍山法院开展“凌晨猎赖”集中执行行动

本报讯（记者 任德玲 通讯员
杨勇）日前，全市社区矫正岗位技能
大比武活动举行。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促进全市社
区矫正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建设，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业务技
能，全面提升社区矫正工作质效。活
动主要分为业务培训和岗位技能比
武两大部分，其中岗位技能比武内容

主要涉及基础理论测试、讲评教育竞
赛等。

各县区共选派近80人参加市级
大比武竞赛，竞赛人员涵盖全市各县
区社区矫正机构负责人、司法所长和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此次技能大比武
共评选出个人一、二、三等奖。最终将
根据竞赛结果推荐优秀选手参加省级
社区矫正岗位技能大比武活动。

全市社区矫正岗位技能大比武活动举行

(上接第一版)
当然，让柏仕祥心仪的还有，稻虾

轮作模式可实现“肥药双减”。通过一
季小龙虾养殖，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
提高，通透性增强，全年肥药使用量减
少20%-30%；同时，通过灌水养虾，利
用未捕尽小龙虾摄食杂草，又大幅减
少了越冬虫卵量，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实现了生态绿色循环种养。

“龙虾村里‘粮托管’的做法可复

制可推广。”石桥镇分管农业负责人
王加银表示，该镇将所有的农闲地、
撂荒地、抛荒地给种植大户进行托
管；还成立了农业生产服务“大托管”
领导小组，将制订统一的实施工作流
程、《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及《农
业生产托管服务作业单》，明确双方
责任与义务，着重约定最低产量、托
管费和农药使用规范等事项，确保耕
地功能恢复工作有序推进。

“龙虾村”里有个“粮托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