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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莹 通讯员 柴家
峰） 8月11日下午，经过紧张而认真
的筹备，由市教育局、市文明办主办，
红星中学协办的全市小学生中华经典
吟诵比赛在马鞍山大剧院拉开帷幕。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永红，副市长
阚青鹤出席。

作为第34届马鞍山李白诗歌节
的重要活动之一，本次中华经典吟诵
比赛的主题是“教育传承文明，经典浸
润人生”。来自全市三县三区19个学
校的代表队一一登台，展示了新时代
小学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古色古

香的服装、抑扬顿挫的吟诵，同学们在
中华传统经典的瀚海里遨游，或赞美
祖国和家乡的壮美河山，或抒发少年
初长成的豪情壮志，或歌颂党的恩情
和祖国的日益强大……《踏歌家乡情》
《追光少年》《童心向党 放飞梦想》《中
国力量》等，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令
人赏心悦目，给现场观众奉上了一场
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经过现场展示和专业评委的现场
评定，东苑小学教育集团、采秣小学教
育集团、深业小学和山南小学教育集
团获得一等奖。

喜迎二十大 强国复兴有我

全市小学生中华经典吟诵比赛精彩上演

本报讯（记者 高莹） 8月11日下
午，全市河湖长制工作调度会召开。
副市长夏迎锋出席会议并讲话。

夏迎锋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把政治
责任扛起来、重点工作抓起来、考核问
责严起来，真正做到守河有责、守河尽
责。要加强河湖巡查频次，利用召开
河长会议、通报督办等方式，提升河湖
长履职能力，促进河湖长“种好责任
田”，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有责”到

“有能有效”。要压实主体和监管责

任，按照“自查从宽、被查从严”要求，
全面排查问题，清单化闭环式整改落
实。要围绕河湖长制工作六大任务聚
焦发力，切实加强年度目标任务管控，
细化实化具体工作步骤，全力把河湖
长制工作向纵深推进。

会议书面传达了省级、市级总河
长第六次会议精神，市水利局通报了
2022年以来全市河湖长制工作开展
情况，有关单位汇报了2022年以来河
湖长制工作完成情况及涉河湖问题整
改情况。

全市河湖长制工作调度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季晨辰 通讯员
胡磊） 8月10日一大早，花山区中周
家园小区居民陈怀华骑着电动自行
车去买菜，回来后直接把车停在自家
楼下智能充电桩区域，插上充电线，
又从兜里掏出一张充电卡，轻轻一
刷，车就开始充电了。

陈怀华告诉记者，充电卡上个月
就发到居民手上了，每家两张，只要
刷卡就能充电，适合不会操作智能手

机的老年人，充电价格还便宜。“你
看，我们小区去年改造得和新小区一
样漂亮，住在这样的小区让人神清气
爽。现在，电动自行车充电问题也解
决了，大家伙更方便了。”

在中周家园小区，刚投入使用的
376个智能充电桩分布在每栋楼下，
碧绿的停车道、整齐停放的电动自行
车，让小区环境更加整洁有序。现在
电动自行车充电问题解决了，飞线充

电的现象也消失了。
解放路街道东苑社区党委书记

任凌雁介绍，该社区持续巩固拓展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为民办实事，
结合辖区老旧小区改造，与市铁塔公
司、供电公司沟通协调，在居民楼下
安装智能充电桩，“这次确保每家每
户都有专属智能充电桩，接入居民用
电线路，刷卡充电。智能充电桩使用
近一个月来，居民的反馈都很好。”

安装智能充电桩，消除了飞线充
电的安全隐患，改善了小区环境，降
低了充电成本，方便了群众生活……
这样一举多得的好事、实事，办到了
群众心坎上。记者从花山区住房管
理中心获悉，截至目前，花山区已在
中周家园等 12 个老旧小区安装了
5000余个智能充电桩，今年还将在
天润公寓等5个老旧小区增设2000
余个。

智能充电桩“上岗”，告别“飞线充电”
截至目前，花山区已在12个老旧小区安装5000余个智能充电桩

本报讯（记者 吴衡 通讯员 王
后军）为进一步深化财政票据领域

“放管服”改革，贯彻落实“互联网+
政务服务”要求，深入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近年来，我市
积极推进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改
革。日前，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
截至7月底，我市累计开具门诊收费
电子票据 30.6 万张、住院收费电子
票据1.5万张。

“电子票据系统同步对接马鞍
山市全民健康平台、各医院公众号，

患者可通过手机终端、自助设备等
多种渠道进行结算，医疗电子票据
以手机推送、扫描查询、短信通知等
多种方式获取并下载，实现患者从
就医挂号、就诊、交费以及票据交付
的全闭环电子化管理。尤其在疫情
防控期间，电子票据‘无接触 零聚
集’的优势，有效减少了人员聚集。”
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传统纸
质票据印刷、仓储、保管成本高，医
疗电子票据全流程无纸化应用，既
有利于防范虚假票据，降低安全风

险，又省去了纸质票据运输、仓储、
整理、保管等环节，同时节约了财政
资金。据测算，我市每年可节约医
疗票据印刷费50余万元。

据了解，我市成立医疗电子票
据建设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推进全
市医疗收费电子票据建设总体协调
和指导，协调解决重大、疑难问题，
明确各方职责，压实部门责任，推动
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系统建设，对各
部门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管理和监
督。

医疗电子票据建设领导小组负
责人表示，从市级到县（区），各级各
部门主动增强服务意识，加大电子票
据宣传力度，提高市民对医疗电子票
据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下一步，我市财政部门将巩固深
化改革成果，积极完善公众服务平
台，拓宽获取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的渠
道，加快推进医疗收费电子票据与卫
生健康、医疗保障、商业保险等多部
门信息互通共享，加快打通便民医疗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医疗收费票据从“纸间”到“指尖”

含山县林头镇林阳100MW光伏复合项目为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100MW，目前已全部建成并网发电。
项目实现上可光伏发电、下可渔业养殖，能够有效开发太阳能资源，优化当地能源结构，助力乡村振兴。图为林阳100MW
光伏复合项目一角。 记者 苏自山 通讯员 张维维 摄

上可光伏发电 下可渔业养殖

记者 吴衡

勤学善思、潜心钻研，高级工程
师、国家注册一级造价师，荣获安徽省
省级科技进步奖、省部级优秀设计奖
共计11项，他是厂里的“技术大咖”。

立场坚定、为人正派、乐于奉献，
始终坚持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他是
同事眼中的“敬业先锋”。

他叫张骏，是马钢技术改造部高
级工程师，在马钢工作近三十年。“工
作以来，设计、项目管理、营销、设计管
理等多个岗位我都干过。不论在什么
岗位，都要兢兢业业、扎实工作，做到
干一行、爱一行。只有真正热爱你的
工作，把它作为奋斗一生的事业，才能
把工作做好。”张骏说。

张骏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设计岗位上，他参与了下一代转底炉

技术国产化的前期研究；主笔编写了
《工业场地的污染土壤治理修复》，与中
钢矿院合作编写的《矿山生态修复》，入
选“2017安徽省重大新兴产业专项项
目”。在营销岗位上，他全身心投入，捕
捉信息，深入现场，与客户深入沟通，为
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在设计
管理岗位上，他实地查看现场，与一线
职工沟通，掌握第一手资料，有效控制
项目的投资、进度、质量。

张骏是同事眼中的“拼命三郎”，
为了及时完成工作，经常加班加点，甚
至住院后仍在医院坚持办公，审看技
术协议，协调设计院和项目单位完善
技术方案。

“宁愿在设计和改造阶段多花些
时间和精力，也要让最终成果呈现得
更完美。”多年来，张骏时时、处处、事
事以大局为重，一心扑在事业上，恪尽
职守、兢兢业业。无论在什么岗位、干
什么工作，不管是分内事还是分外事，
他都尽职尽责地干好，尽心尽力地完
成，不讲条件，不计得失。

扎根一线铸匠心 爱岗敬业勇革新
——记马钢技术改造部高级工程师张骏

本报讯（记者 余萍 通讯员 魏
冕）近日，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办）
会同农业农村部门，认真落实省委“百
个专家团队下基层”活动部署，全方位
摸排、清单式梳理茶产业发展难题，积
极对接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
所，邀请茶叶种植专家来马深入指导。

“听了专家的指导，让我们对创建
省级‘三化’茶园更有信心了，产品开
发和市场营销也有了明确方向。”8月
10日，含山县宝峰茶叶有限公司的茶
园里迎来了一群茶叶种植专家，这也
让多日来心情焦虑的企业负责人舒展
了眉头。

含山县宝峰茶叶有限公司拥有茶
园600多亩。随着企业种植规模的扩
大，产量越来越高。为此，公司急需对
茶园管理和茶叶种植进行提档升级，
同时在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方面实现
新的突破，但苦于缺乏专业指导，相关
计划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近年来，我市持续扩大茶叶种植
面积，随着茶园管理水平的提升、茶叶
种植技术的改进，茶叶产量逐年增加，
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但我市茶
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机械化耕

作和采摘程度不高、茶树品种较为单
一等问题。为了帮助茶叶种植企业解
决生产和技术难题，安徽省农业科学
院茶叶研究所的专家们冒着高温酷
暑，深入茶园现场指导，传授种植技
术，受到茶叶种植户们的欢迎。市委
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安徽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是我国最早建立的
茶叶专业研究机构，曾被农业农村部
誉为“茶叶科研艰苦创业的典范”和

“茶叶专家的摇篮”。
在马期间，专家团队不仅深入含

山县、花山区、博望区的茶园进行现场
指导，还面向全市茶叶种植合作社、茶
企相关人员和茶农等开展了专题培
训。据悉，针对在马调研中收集到的
问题，专家们将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
解决方案，持续跟踪问效。

据悉，本次活动的开展，不仅解决
了茶叶种植经营上的一些现实需求，
同时搭建了我市与省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的合作交流平台，双方将以此
为契机，深化拓展合作内容，以科技支
撑、技术帮扶为重点，引导更多科技人
员向马鞍山流动，持续推动马鞍山茶
产业提质扩量增效。

“把脉问诊”马鞍山茶产业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专家来我市开展“百个专家团队下基层”活动

改作风 办实事 优环境

记者 余萍 通讯员 徐守云

持续高温天气，让城区花草树木
也饱经“烤”验。日前，我市园林部门
全面启动园林绿化抗旱保绿应急预
案，加大园林绿化管理力度，巧打时间
差，科学浇灌“解渴”，通过及时松土、
修剪、除草、搭遮阳网等措施，打响抗
旱护绿保卫战。

科学浇灌为公共绿地“解渴”

每天早上6时，东湖公园的园林工
人已开始工作，为花草树木浇水“解
渴”。“由于近期天气持续晴热高温，植
物蒸腾失水量大，如不及时补水，植物
会因缺水萎蔫，甚至枯死。”正在为植

物浇水的工人师傅介绍，每天早、晚浇
灌两次才能保证植物对水分的需求。

“为最大限度减少干旱对绿化苗
木的损害，确保苗木长势良好，我们及
时启动了夏季抗旱保绿应急预案。”市
园林处考核办负责人郑朝霞表示，自7
月份以来，园林部门投入抗旱保绿人
员300余名，每天出动洒水车50余辆、
抽水泵60余台，对城区公共绿地进行
全面浇灌，保证浇水质量，确保绿化浇
灌全覆盖。同时，根据轻重缓急，对易
旱和新植苗木进行漫灌，并及时进行
松土、围堰、除草，避免土壤板结，增强
土壤蓄水保湿能力。本着科学用水、
节约用水的原则，合理调整作业时间，
重点加大夜间浇水力度，避免高蒸发

时段进行浇灌作业，在清晨、傍晚和夜
间利用水车浇灌、设施喷灌、人工管灌
等方式，实施错峰浇灌，提高浇灌效
率，确保抗旱保苗效果。此外，科学制
定防暑降温措施，合理调整工作时间，
备齐各类防暑降温物品，维护园林工
人身心健康。

郑朝霞表示，下一步，园林部门将
持续关注天气情况，加大精细化管理
力度，适时调整养护方案，多措并举，
科学灌水，保质保量做好抗旱保苗工
作，全面巩固绿化建设成果。

居民小区绿地不能被遗忘

公共绿地之外，居民小区内的花
草树木也是城市绿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早上出去买菜的时候，看到小区
部分毛鹃有枯萎的迹象。”我市某小区
居民周女士担心地说。

“目前正是抗旱保绿的关键时
期。”郑朝霞表示，相关的绿化养护主
体应密切关注绿化生长情况，勤浇
水、浇足水、浇透水，根据实际情况合
理安排浇灌用量、浇灌方式，保证苗
木的成活率，保持良好的园林景观效
果。

为减少高温浇水蒸腾作用对植
物的伤害，确保浇灌效果，郑朝霞建
议浇水工作根据苗木品种的不同特
性，加大对不耐旱、新栽植苗木及旱
情严重树木的浇灌力度，不留死角、
全面覆盖。

抗旱保“绿”守护绿色家园

(上接第一版)积极参与矛盾化解，发
挥“身边人调处身边事”群众更易接
受的优势，促进矛盾纠纷快速有效解
决，成为调解员；定期开展“紫丝带行
动”“爱心护学”等志愿服务，做默默
奉献的服务员；通过文艺表演等形
式，定期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做好宣
传员。

截至目前，当涂义警共开展志愿
活动 1680 次，服务时长 40000 余小
时，采集上报信息7044条，协助破获刑
事案件293起、抓获网上逃犯10人，成
为呵护一方平安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涂义警只是该县志愿者队伍中
的优秀代表，该县通过广泛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积极探索群众参与
社会治理新模式。据了解，全县共设
立1个县实践中心、10个实践所、128

个实践站，组建县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总队，下设众多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
志愿服务5000余次，服务群众超5万
人次。志愿者中涌现出“中国好人”15
人、“安徽省道德模范”7人、“安徽好
人”13人等一批典型，为社会治理注入
正能量。

一套新机制破解治理难题

姑孰茗邸8栋的草坪上有污水溢
出，3号楼的一户人家卫生间漏水……
临近中午，刚从小区巡查回来，姑孰镇
凌云社区网格员施小璐便忙着整理巡
查到的问题，“网格员的工作主要是及
时收集辖区内的问题和矛盾，然后及
时解决，并上报平台备案”。

据了解，当涂县网格划分总数为
906个，其中城市网格130个，农村网

格722个，专属网格54个。目前，当
涂城乡专职网格员全部配备到位，常
态化进网巡查、问题排查化解等运行
机制逐步完善，建立起“网格发现、社
区呼叫、分级响应、协同治理”的工作
机制，主要承担信息采集更新、矛盾
纠纷化解、重点群体管控、治安联合
防范、治理事项协管、社情民意收集、
民生服务帮助、政策法律宣传等任
务。

为解决社区权力小、群众需求多
的现实难题，当涂县探索出一条“党
建+基层治理”新路子。该县建立以社
区党组织为圆心，公安、民政、司法、住
建、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六个部门共
建互助的“一圆六方”工作模式，按照

“吹哨、应哨、派单、办理、反馈、评价”
六步运转流程，解决群众身边难题。

截至目前，县城12个社区发起“吹哨”
560次，涉及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绿化
亮化、房屋违建等，目前已解决问题
512个。

“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及可持续
性，归根到底要靠创新治理机制来保
障。”当涂县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县以市域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为主
线，强化组织保障，突出顶层设计，发
挥共治作用，着力构建起“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群团助推、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的现代化治理体制，以网格化服
务管理为抓手，构建党委统领、党建引
领、部门联治、群众自治治理体系，着
力推动社会治理工作重心下移、力量
下沉，加快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
融合，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本报讯（记者 余齐斌 通讯员 邓
芳） 8月8日，中冶华天总承包建设的
中天绿色精品钢项目轧钢工程6号精
棒生产线顺利实现一根钢过线，试生
产圆满成功。这是继4月4日8号棒、
5月5日5号棒、6月30日7号棒全部
一次性过线之后，如期投产的第四条
棒材生产线。这标志着中天绿色精品
钢项目轧钢工程实现全面投产。

中天绿色精品钢项目位于南通
市，是江苏省贯彻落实长江大保护战
略，推动钢铁产能由沿江向沿海转移
的重点示范项目。该轧钢工程由四条
国际技术水平最优的精品切分棒材生
产线组成，单条年产直径16～40毫米
热轧螺纹钢筋达189万吨，合计产能
达756万吨，是国际产量最高的棒材
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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