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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德玲 通讯员 曹
雨） 8月30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刘思玲发布我市
耕地保护工作情况。在随后的现场答
记者问环节，发布人从找回耕地的来源
途径、方法举措等多角度对全市耕地保
护现状进行了解读。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我
市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建立了年度
绩效考核机制、目标落实奖惩机制、定
期调度督查机制、耕地保护激励补偿机
制，全市耕地保护工作卓有成效。全市
耕地保护工作连续6年在年度目标综

合考核和粮食安全市长责任制考核中
位于全省第一方阵。去年，我市耕地保
护工作在全省考核中位居第二，获得省
政府奖励新增建设用地指标1000亩。

为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
管控耕地“非粮化”，今年4月份，我市
在全省率先启动找回耕地工作，按各
载体对标任务缺口的10%比例下达了
约4.2万亩还耕复种找回耕地任务，量
质并举、科学有序找回流失的耕地。
一方面在数量上，对标任务缺口，主动
启动找回耕地工作；另一方面在质量
上，创造性地提出“农田四变”，提升耕
地质量。

其中，找回耕地途径主要包括：“三
调”标注属性为“即可恢复”和“工程恢
复”类图斑的其他农用地；2020、2021
年度流出的耕地图斑；历年的设施农业
用地（国土变更调查中的地类图斑）；历
年的临时用地（国土变更调查中的地类
图斑）；历年未整改到位的违法占用耕
地；可补充为耕地的后备资源，包含各
类荒草地和裸土地等未利用地；动用一
定的水利工程条件才能恢复成耕地的
部分；各种零星的非耕地地类，废弃的
农村道路、小学校、村部、以前办理的临
时用地。

值得关注的是，我市创新实施“农

田四变”，通过突出重点“找”、引导转变
“找”、紧盯合同“找”、政策协同“找”、资
源整合“找”等方式，全力推进“小田变
大田”“闲田变忙田”“差田变良田”“蟹
田变稻田”，进一步拓宽找回耕地来源、
提升耕地质量。

按照计划，今年预计实施“小田变
大田”5.5万亩；消除冬闲田20万亩以
上；新建高标准农田8.8万亩，耕地质
量等级提升 4%，1-3 等级耕地增加
2.5万亩以上；通过低效水产养殖区退
出、推进稻渔综合种养工程、种粮承
包合同查验整改三种途径新增稻田2
万亩。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我市耕地保护工作情况

率先全省启动“找回耕地”创新实施“农田四变”

本报讯（记者 王永霞） 8月30日
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邀请市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市
市场监管局局长陈国双发布2022年马
鞍山市“质量月”活动安排。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2022年马
鞍山市“质量月”活动将于9月份启动，
主题为“推动质量变革创新 促进质量
强国建设”。期间，我市将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主要包括质量主题宣传、质
量提升、质量监管执法、放心消费环境
建设、先进质量管理模式推广等五大行
动。

在质量主题宣传行动中，我市将开
展“质量大讲堂”活动，积极推动质量文
化“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
企业”，进一步宣传普及质量知识，提高

全社会质量意识。我市还将加强质量
诚信宣传教育，开展年报公示、信用修
复等质量诚信宣传活动，积极弘扬追求
卓越、崇尚质量的价值导向。

在质量提升行动中，我市将以“一
业一域”“一园一品”作为主攻方向，聚
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
产品（服务）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深入
开展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建设，
统筹布局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
站点，构建“一站式”服务网络，做好企
业全产业链条、全经营周期的综合服
务。加强缺陷产品召回管理，发现产品
缺陷，提出产品安全规范建议，促进行
业整体质量提升。

在质量监管执法行动中，我市将聚
焦产品质量、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

安全、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以及农药、农
资质量安全等关键风险点，集中开展风
险隐患排查治理行动。加大反垄断、反
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加强电商平台、
广告市场监管。突出重点质量案件查
办，曝光典型案件，发挥震慑作用。

在放心消费环境建设行动中，我市
将充分发挥12315平台和12315热线
作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聚焦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加大消费投
诉信息公示力度，提升消费者维权意识
和能力。

在先进质量管理模式推广行动中，
我市将开展市长质量奖获奖企业集中
宣传活动，通过报告会、现场观摩、展板
宣传等方式，交流分享市长质量奖获奖
企业优秀的质量管理经验；开展“品牌

马鞍山”品牌故事大赛，讲述质量品牌
故事，传播先进质量文化，展现马鞍山
质量品牌形象；深化企业首席质量官制
度，加大对首席质量官的业务培训、示
范培育和政治培养力度；引导广大企业
积极开展质量监测分析，广泛开展质量
改进、质量攻关、质量诊断、质量提升小
组等活动，全面提升质量水平和质量竞
争力。

此外，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科
技局、市经信局等13家单位将结合自
身职能，围绕质量提升、质量整治、质
量宣传、质量培训等开展49项活动；
各县区、开发园区将围绕实施质量提
升行动，开展47项活动；12家重点企
业广泛开展质量改进、质量攻关等54
项活动。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2年马鞍山市“质量月”活动安排

开展五大行动 赋能质量强市

本报讯（记者 刘明培 通讯
员 潘伟龙 齐丛飞） 8月30日下
午，全市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工作调
度会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杨善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市司法局通报了全市
重点人群总体情况。市司法局、
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市民政局、
团市委五家单位分别汇报了六类
人群服务管理工作情况。

听取汇报后，杨善斌对各相关
单位在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工作中
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强
调，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工作是推进

平安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
会和谐的重要举措，要紧抓不放、
真抓实干。

杨善斌要求，相关单位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重
点人群服务管理工作；严格落实
各项管控措施，确保监管到位、取
得实效；持之以恒，常态长效，严
格落实责任；加强督查调度，做好
常态化准备，坚决守住不发生极
端案事件的底线；加强协作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强化工作保障，为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
定的社会环境。

全市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工作调度会召开

文图/记者 张令琪 通讯员 毕琛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5.2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增长26.8%，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13.4个百分点……今年前7月的经济数
据中，雨山区规上工业增加值、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民间投资等多项指标增速
均优于全市平均水平，传递出强烈信号
——雨山区工业经济持续增长，高新技
术产业快速发展。

制造业发展增速不断加快，是雨山
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该区拥有深
厚的工业基础，其制造业一直处于全市
第一梯队。前7月，雨山区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细落实稳经
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经济运行呈现稳定
向好的态势。

作为雨山区最大的磁性材料企业，
中钢天源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27亿
元，同比增长近25%；实现利润总额2.23
亿元，同比增长67.76%，绘制了逆势上
扬的经济发展曲线。“上半年，公司顶住
了经济发展压力，生产经营没有受到太
大影响。”中钢天源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吴刚说，受益于政府的扶持政策，企业先
后谋划了4个技改扩能项目，在有效提
高自动化水平、降低成本的同时，还增加
了企业产能。

近年来，按照全市“1+3+N”产业集
群升级版任务部署，雨山经开区始终把
功能性材料产业作为园区主导产业，坚
持顶格谋划、顶格推进、顶格协调、顶格
倾听，凝聚产业发展动力。一大批综合
实力强、科技含量高的磁性材料上下游
产业链企业落户园区，形成了从磁粉生
产到电机制造的完整磁性材料产业链体
系。截至目前，雨山经开区磁性材料特
色产业园已入驻企业35家，其中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18家。

与中钢天源一路之隔的是新康达磁

业。其生产车间，技术人员正争分夺秒
在新上的软磁生产线上调试设备。

“今年上半年，面对物流压力，雨山
经开区主动协调，积极处置，原料进得
来，成品出得去，有效保障了企业正常运
转。前7月，企业完成产值2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18.3%。”新康达磁业副总经
理张平说，新上的两条生产线投入生产
后，年产值将增加数千万元。

其车间的另一边，工人们正对用于
自动化仓储的智能货架进行安装，而智
能货架的硬件装置来自同样坐落于雨山
经开区的安徽音飞智能物流设备有限公
司。“智能货架从6月中旬开始施工，力

争年底投入使用，预计可放置900吨左
右货物。”新康达磁业信息管理部部长
刘霞峰说。

以总投资20亿元的宝武特冶项目
为代表的特种合金产业链加速集聚，以
总投资106亿元的泉峰二期项目为代表
的智能制造产业链能级跃升。良好的发
展势头、有力的项目支撑，是雨山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底气。今年以来，雨
山区严格落实省“一改两为五做到”要

求，大力实施制造业三年倍增行动，新增
项目的投资拉动和产业链的带动效应飞
速提升。

围绕两大主导产业，雨山区正全力
打造智能装备(机器人)和新一代信息技
术(磁性材料)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通过
增资扩能和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赋能，
实现高质量发展，力争用三年时间推动
新一轮高水平技术改造，推动形成230
亿元以上的产值增量。

雨山区：集群成势促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康达磁业正在调试的生产线

本报讯（记者 吴黎明） 国
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发布通知，确
定 48 个县（市、区）为国家知识
产权强县建设示范县，151 个县
（市、区）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
设试点县，22个园区为国家级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64个
园区为国家级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试点园区。我市和县、当涂上

榜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
县名单。

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
室关于面向城市、县域、园区开展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作
的通知》要求，经地方申报推荐、
材料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最终
确定上述名单，试点示范时限自
2022年8月至2025年7月。

我市两县获评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

本报讯（记者 余齐斌 通讯
员 陶莉 袁思情） 8 月 25 日上
午，由十七冶房屋分公司承建的宿
州市宿马园区九年一贯制学校工
程总承包（EPC）项目全面通过竣
工验收，圆满完成建设任务，将确
保今年9月1日如期开学。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5.36万平
方米，包括中学部、小学部、风雨操
场、地下车库等单体工程及配套道
路、照明、景观绿化、智能化、给排
水等基础设施工程；规划小学班级

数48个、初中班级数24个、学生总
人数3360人。该项目今年2月正
式开工。为确保项目如期建成，项
目部全力克服工期紧、任务重、标
准高等难题，持续优化施工设计，
合理调配人、材、机各项资源；科学
安排施工节点，加强各部门及施工
队伍协作配合，采取轮班制提高施
工效率；严把质量安全关，全力实
现安全合规、质量受控，保证了项
目按照既定工期计划快速推进，顺
利通过竣工验收。

十七冶所建宿马园区九年一贯制学校通过竣工验收

本报讯（记者 余齐斌 通讯
员 任艺璇 宋振华） 日前，中冶
华天总承包的福建三宝钢铁有限
公司2号烧结机除尘系统升级改
造项目顺利投产，进一步彰显了
中冶华天在烟气治理领域的品牌
影响力。

三宝钢铁2号180平方米烧结
机2013年投入使用，运行8年多
来，其原除尘系统布置不合理、设
备老化、除尘点分散、工序能耗高、
粉尘排放超标等诸多问题日益凸
显。为积极落实国家环保产业新

要求，三宝钢铁决定通过对180平
方米烧结区域环境除尘系统升级
改造，实现该生产线超低排放目
标。中冶华天总包该项目后，充分
利用现有场地和构筑物，调整除尘
系统布置，新建1号、2号混合机湿
法除尘器，在满足除尘效果的前提
下，提升除尘管道布置美观性。为
保证2号烧结机正常生产，中冶华
天项目部积极配合业主，利用每次
检修停产间隙，合理统筹资源，科
学组织施工，分步分次完成了各除
尘点的接入投运。

中冶华天总承包的福建钢企烟气治理项目投产

本报讯（记者 吴衡 通讯员
王后军） 记者日前从市财政局获
悉，我市已实施大棚蔬菜、山羊养
殖、淡水养殖等特色农产品保险品
种14项，覆盖种、养、渔等优势特
色农业全部产业。今年前7月，全
市特色农产品保险保费规模已达
3279.38万元，同比增长20.65%。

“为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
助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现在农户
投保仅需缴纳保费的20%-40%，
剩余部分由市级财政补贴25%、县
区财政补贴35%-55%，有效减轻
了投保农户负担。”市财政局相关
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市财

政部门还积极引导保险经办机构
利用APP等方式开展承保、理赔工
作，优化简化现场查勘、资料收集、
定损理赔等流程，确保受灾农户在
申报后10个工作日内获赔，提升
了农户投保体验。

今年前7月，全市累计向农户
赔付保险资金 1766.07 万元，为
4958 户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资金
71101.72万元。

下一步，市财政部门将加强组
织领导，提升业务监管力度，做好
政策宣传，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保
障水平，为农业发展撑起“保护
伞”、让农民吃下“定心丸”。

特色农保让农民吃下“定心丸”
前7月，全市保费规模近3280万元，累计向农户赔付1700余万元

连日来，博望区宁马新型功能
区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声隆隆，
一批重点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全速
推进。博望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以江宁-博望省际毗邻地区宁马新

型功能区建设为契机，在推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上争做高地，奋力打
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省际同城化
发展示范区。
记者 王文生 通讯员 尹秀忠 摄

(上接第一版)2017年，思迪包装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从原先破旧的厂房搬到当
涂经济开发区太白分园的厂房，新上生
产线，扩建仓库，做优做精产品。如今，
公司年利润以30%的速度增长，年产值
近5000万元。“没有政府的帮扶，就没有
我们的今天！”公司副总经理马凌说。

“就在本月，我们申办的新建独立序
号摩托车企业及产品准入许可证获批。”
安徽皖丰车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郝景伟
告诉记者，皖丰7-10号快速保洁车等
10多款产品将畅销市场。皖丰车业所在
的位置，原先是一家濒临倒闭的金属材

料公司，而皖丰车业四处寻求安家落
户。在政府的“牵线”下，双方一拍即合，
通过资产收购方式进行项目置换。“腾笼
换鸟”后，皖丰车业让“低效地”变成了

“高产田”。
优质项目亟待入园，新增工业用地

困难，如何破解？太白镇将目光放到那
些因经济形势或自身经营等原因而被闲
置的土地上，大刀阔斧开展“腾笼换鸟”，
用好“亩均指挥棒”，推动产业“退低进
高”、升级优化。今年上半年，该镇新签
约亿元以上项目12个，胜康精密机电、
君翔汽车轮毂塑料配件等10个项目已

开工建设。

服务“钥匙”：提升效能激活一池“春水”

去年刚签约落户的松鸿高端回转支
承项目负责人李文忠介绍，由于疫情原
因，加上公司本部生产繁忙，公司相关人
员一直抽不开身来太白镇办理建设事
宜。于是，该公司将公章委托给太白镇，
从注册到规划、环评、安评、消防等环节

“一站式”代办。等李文忠来到太白镇
时，项目已进入开工建设期。“我们真正
享受了‘管家式’+‘保姆式’的服务！”李
文忠说。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全力提
升服务质效，营造舒心创业、安心发展的
优良营商环境，让每一位客商专心创业，
这是企业家们纷纷来太白镇投资的重要
原因。

面对企业和项目遇到的痛点、难点、
堵点问题，太白镇实施全生命周期服务，
今年以来共办结企业反映问题20个，为
企业兑现申报奖补资金760万元。深入
开展亩均效益评价改革工作，集中力量
推动资源要素向高产区域、高端产业、优
质企业集聚，为企业搭平台、强政策、优
服务，激活工业经济“一池春水”。

“三把钥匙”开启工业强镇的飞跃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