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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文亮 通讯员 胥
家曦） 9月6日上午，全市“举旗帜·
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
讲话精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
卷专题宣讲备课会在市会议中心举
行。市委宣讲团、市直宣讲团、走基层
宣讲团、“六团六进”宣讲团成员，各县
区、开发园区理论宣讲骨干代表，部分
市直单位理论宣讲骨干代表以及市委
宣讲团联络员共计130余人参加。

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
讨班上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四卷，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也是迎接党的二十大宣传工作的
重要内容。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上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结合起来，与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
讲话精神和对马鞍山作出的重要指示
精神结合起来，与奋力打造安徽的“杭
嘉湖”、长三角的“白菜心”创新举措、
火热实践和显著成效结合起来，联系

实际学、带着问题学，以行动成效展示
贯彻实效，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
造良好社会氛围。

会议要求，各级宣讲团及成员要
切实增强宣讲的责任感、使命感，增强
宣讲实效，引导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深刻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真理伟力和实践伟力，深刻认识
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意义，自
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上，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
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王春
祥作示范宣讲报告。

据悉，即日起至10月上旬，市委
宣传部、市委讲师团、各县区、开发园
区及各系统单位将组建各级各类宣讲
团，以“线上+线下”宣讲相结合的形式
深入全市各地各单位，充分发挥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县级融媒体
中心、“学习强国”安徽学习平台、应急
广播、移动小喇叭等作用，开展对象
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推动党的声
音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全市“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专题宣讲备课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余萍 通讯员 张
天媛） 9月 6日上午，市委党校（市
行政学院）2022年秋季学期主体班
举行开学典礼，第一批次 3个进修
班和1个培训班的166名新学员参
加。

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2022年
秋季学期第一批次主体班具体包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修一班（第7期）暨市管干部进
修班（第64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二班（第55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第三期）
暨乡科级干部进修班（第11期）、选
调生进修班（第 8 期）等四个班次
166名学员。

为提升培训质效，市委党校在
教学布局上坚持以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心内
容和首要任务，认真落实中组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试
行）》，建立了“总—分—特”的课程
体系。同时，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马鞍山生动
实践，紧密结合市委、市政府中心工
作，着力从全力争做“三高地、两先
锋”，加快打造安徽的“杭嘉湖”、长
三角的“白菜心”等方面设置教学课
程。据悉，该课堂教学课程体系和
现场教学课程体系将在本期培训班
首次实施。

市委党校2022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开学

本报讯（记者 吴衡 通讯员 胡鸣
岐） 9月6日下午，2022年马鞍山市海
外领事保护宣传“五进”专项行动启动
仪式在市会议中心举行。市公民和机
构境外安全保护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分
管负责同志、县区政府办负责同志以及
企业代表和市民代表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与会人员现场观看
了公益宣传片《外交为民，祖国在你
身后》，市商务局、含山县政府办、花
山区政府办负责同志围绕海外领事
保护“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行
动作了交流发言。

据了解，2022年马鞍山市海外领
事保护宣传“五进”专项行动的时间

为8月下旬至12月底，具体内容为领
事保护宣传“进机关”“进校园”“进企
业”“进社区”“进乡村”行动。该行动
既是践行中央、省、市“领事保护，外
事为民”要求的具体行动，也是提高
企业和公民海外自我保护意识、规避
海外各类风险的重要手段。

此次行动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切
实提高思想认识，紧密结合自身实
际，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有力、有序推
进领事保护宣传“五进”行动。领事
保护，重在防范，我市后续将加强部
门联动，加大做好预防性领事保护工
作的力度，确保海外领保“五进”行动
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今年我市海外领事保护宣传“五进”专项行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 廖岚钧 通讯员 戴
碧玲） 9月6日中午11时许，位于花山
区解放路的社区食堂人气火爆，二三
十位老人正开心就餐，还有十多位老
人在排队买饭菜。“三菜一汤，有荤有
素，加上米饭，一顿只要10元钱，就能
吃得饱、吃得好，明天我还会再来的。”
74岁的陈鹏珍老人第一次来就餐，就
笑眯眯地竖起了大拇指。陈鹏珍家住
幸福广场附近的梧桐雅苑小区，是和
几位老年朋友看了微信朋友圈，特地
坐公交车过来品尝的。

可口的饭菜走红朋友圈；大厅82
个餐位，一顿午餐要翻三四次台……
社区食堂开张仅十天，就受到追捧，众
多老人每天在此吃得津津有味。

“社区食堂开设的初衷，就是让老
人能够享受到多元化的老年助餐服
务。”社区食堂负责人王文彬介绍，在
市、区民政部门的支持下，他们开办了
社区食堂，300平方米的大厅可一次容
纳八九十人同时就餐。社区食堂自8
月28日试营业至今，每天就餐人数不

断增加。从最初的一天200多人，增加
到目前的五六百人。82个餐位，一个
中午要翻三四次台，午餐、晚餐每天供
应近50个菜品，很多菜品咸淡适中、松
软可口，很适合老人的口味。仅菜汤

一样，除了西红柿蛋汤，还有乌鸡木耳
汤、冬瓜排骨汤等。厨师每天还变换
花样，让老人们吃得爽口又舒心，不仅
吸引了周边小区老人们前来用餐，甚
至家住向山镇、老市里等地的老人也

慕名而来。
家住雨山区向山镇的八旬老人潘

秀英，几乎每天都坐着公交车来吃午
餐，现已成了这里的常客。老人一人
独居生活，每天最头疼的事就是买菜
烧饭。“这里的饭菜可口、卫生，菜肴品
种丰富，就餐环境好、服务态度好，为
我们老人解决了大问题。”潘秀英老人
赞不绝口。

社区食堂的兴办，是我市推动老
年助餐服务“暖民心”行动的一个缩
影。如今，在马鞍山市，像这样的“社
区食堂”越来越多。

小食堂，大民生。老年助餐服务
是老人关心的“关键小事”，也是事关
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自2022年我市
老年助餐服务“暖民心”行动开展以
来，市民政局积极会同相关职能部门、
各县区载体单位认真谋划、精心组织、
强力推进，截至8月底，全市已建成城
市老年助餐服务设施152个、农村老年
助餐服务设施82个，全市老年助餐服
务设施网络更加健全，老年助餐服务
覆盖面不断扩大，已累计服务老年人
70余万人次，老年助餐服务“暖民心”
行动效果不断显现。

饭菜滋味好，走红朋友圈，一顿午餐要翻三四次台……

社区食堂，让老人吃出“幸福味道”

记者 刘明培 黄莹

9月5日，博望区博望镇新联村党
总支书记江源玉和同事来到村民张保
的家中进行走访，并送上了由“乡村振
兴保”提供的1000元慰问金。

“你身患疾病，生活困难。这次中
国人保财险特意给你发放了1000元基
本生活费用补贴。”从江源玉口中得
知，自己没花一分钱，成了中国人保财
险“乡村振兴保”受益人，张保连连表
示感谢。

“乡村振兴保”是中国人保财险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障乡村公共安
全、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而提供的全

面、有针对性的保险保障。2021年，博
望镇为全镇93177名户籍人口全员购
买了中国人保财险“乡村振兴保”保
单，个人不用掏一分钱，该镇也成为我
市首个实现“乡村振兴保”全覆盖的乡
镇。

“乡村振兴保”分为基础保障、优
选保障、全面保障等多个等级。据江
源玉介绍，博望镇此次购买的是优选
保障，主要为乡村干部或驻村干部在
执行公务过程中导致的伤残或死亡，
乡村居民遭遇火灾爆炸、拥挤踩踏、自
然灾害救助等公共安全事故以及疫情
防控、紧急救援和易返贫致贫人口基
本生活困难提供的保障，保障范围广，

“每人每年保费10元，每人的保额为
15万元。这意味着，因上述领域导致
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最高可获15
万元赔偿。”

罹患重大疾病、遭受意外，对任何
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都可能成为泰山压
顶之重。对村民唐德俭一家来说，“乡
村振兴保”就是“雪中送炭”，大大缓解
了他们全家的燃眉之急。

67岁的唐德俭眼部残疾，妻子也
患有精神疾病，处于半丧失劳动力状
态。屋漏偏逢连夜雨，儿子唐继铸又
在前两年查出患有白血病，本就不富
裕的家庭一下子跌入了谷底。

针对唐德俭一家的情况，村“两
委”根据保险条款，积极开展相关监测
帮扶工作，并根据政策，在去年10月向
唐继铸一次性打入款项5000元，为这

个家庭送去了希望和温暖。如今，唐
继铸已成功实施骨髓移植，唐德俭也
开始经营起小生意，全家人的生活正
一天天好起来……

据悉，2021年博望镇“乡村振兴
保”参保人数有93177人，实现全员参
保，共计931770元保费由马鞍山市兴
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据了解，
为壮大集体经济，2020年，博望镇11
个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及1个社区
合作成立了马鞍山市兴望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采取入股分红的合作模式构
建发展“共同体”，而此次“乡村振兴
保”的保费来自该公司的分红。

据了解，2021年9月至2022年9
月，博望镇“乡村振兴保”总计出险45
次，救助结案19起，救助总金额为113
万元。

不用自掏一分钱 最高赔付十五万
博望区博望镇93177名户籍人口全员享受“乡村振兴保”

文/记者 张令琪
图/记者 储灿林 唐焱

从日出到日落，从清晨到黄昏，当
“非凡这十年 飞阅马鞍山”第六站雨
山区拍摄小组的队员们将镜头端起，
雨山区的美，在9月6日这一天被镜头
狠狠“记住”了。

这种美，是旭日初露前，东方天空
印染的绯红；这种美，是临空俯瞰，蜿
蜒河流穿过葱郁稻田；这种美，是远离
尘嚣，排排座座舒适的新房；这种美，
是晚霞当空，金色云朵投射在凹山湖
中……摄影记者们是光影的追随者，
透过色彩，让雨山区一处处斑驳记忆
具象为璀璨图景，再通过文字、图像、
视频忠实记录下十年后雨山区大美

“十二时辰”。

打卡向山，探索城市起源

十年前向山镇是什么样，每个人
心中都有不同的标准，但无论是什么
样，也绝无可能有当下这般，处处彰显
着蓬勃的生命力。

9月6日，第六站雨山区航拍的第

二天，拍摄小组就把地点选定在了雨
山区向山镇，探访这个长江支流慈湖
河、采石河的发源地。

凹山湖、丁山矿区、小南山、落星
村坝头、锁库新农村建设、向山棚户区
改造小区、铁路文化游园……随着新
时代“向山大会战”的打响，向山镇从
里到外焕然一新，每一处都值得刻在
时间的缝隙中，留在岁月的长河里。

“向山镇的变化是持续的，我们不
光要记录当下的美景，也要为十年后
作序，相信到时候，人们会对这里发生
的巨大改变赞叹不已。”说这话时，“飞
阅”航拍行动队队长、马鞍山日报社融
媒体记者储灿林再一次将无人机升
空。操控面板上，无人机的高度值不
断变大，拍摄的画面越来越丰富，向美
向山，扑面而来。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走，拍凹山湖日出去！”前一晚，
拍摄小组拟定好了第二天的拍摄计
划，凹山湖是他们的首站。

为什么拍凹山湖日出？
对拍摄小组成员来说，没能在凹山

湖拍一组绝美日出一直是他们的一大
遗憾。“别看就在城市边上，能拍到凹山
湖日出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飞
阅”航拍行动队队员、马鞍山日报社融
媒体记者唐焱说，拍日出首先需要一个
晴好天气，其次，从市区到凹山湖并不
近，想要拍到日出就需要起个大早。“其
实最难能可贵的是，凹山湖及其周边综
合整治得好，使得整张图片的构图里，
绿意盎然，大气磅礴。”

随着太阳的光辉抚过凹山湖面，
片片薄云投影在湖心，时间拖进了夕
阳的阴影中。

尽管在向山镇拍摄了一整天，拍
摄小组仍旧把当天的最后一站定在了
凹山湖。

“今天天气很好，风不大，有云，但
不多，非常容易出片，山水之间的落日，
一定十分有趣。”储灿林和唐焱先后起
飞了无人机，当他们专注于无人机传输
回的画面，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个角
度拍，绝美，云彩印在湖里，整个湖面显
得澄净，向远望去，能清晰地看到采石
矶、马鞍山长江大桥，另一方向甚至能
看到南京江宁。层层叠叠的山脉，仿佛

中国山水画，极富诗意。”
是了，为何钟情凹山湖，也许就是

因为这可以纾解疲惫、拥抱自然，让人
文与自然交相辉映的诗意吧！

飞起来，然后看见惊喜

满满当当的行程中，最让拍摄小
组有意外之喜的莫过于在落星村坝头
航拍时，发现的大片稻田。

“这两年，我们经常来坝头拍摄，每
次都以坝头为画面主体，殊不知，在它
的四周，竟是这样好看的美丽乡村画
面。”唐焱将无人机升高，小心打杆，环
顾一周后，最终将画面落在了中间那条
蜿蜒的河流上。平推、横拉、俯拍，无人
机沿着河道，将乡村美景尽收眼底，水
稻田里青中泛黄，农家屋舍点缀其间，
郁郁葱葱的绿色为眼睛大口输送“氧
气”，拍摄者们看得心旷神怡。

航拍后，拍摄小组就迫不及待地将
航拍视频导出，再通过剪辑形成了一段
15秒的“落星掠影”。视频在马鞍山日
报的抖音、视频号等平台相继推出，阅
读点赞转发评论数直线上升，不少网友
评论“这是我的家乡”“太美了”。

从日出到日落 俯瞰雨山“美”一处
——“非凡这十年 飞阅马鞍山”第六站雨山区行动侧记

记 者 张令琪
通讯员 毕 琛 吴姗姗

“宛奶奶，身体还好吗？马上过
节了，我们来看看你！”9 月 5 日上
午，向山镇平山社区“社区闺女”巾
帼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们拎着米油，
前来慰问平山二村独居老人宛志
聪，提前送上了中秋节的祝福。

宛奶奶今年74岁，子女在外工作
不能常伴身边，几个月前，她的老伴
过世了。老伴在世时因瘫痪离不了
人，宛奶奶一直悉心照顾，身体逐渐
吃不消。“社区闺女”知道后，便经常
组织上门打扫，为宛奶奶分担一些琐
事。“现在虽然一个人住了，但有这帮

‘闺女’在，我这心里头暖暖的。”

平山社区“社区闺女”巾帼志愿
服务队成立于2016年，如今，35名志
愿者已成为社区老人的贴心“闺女”，
提供着全方位的“管家”服务，一件件
小事、实事温暖了老人们的心。

近年来，“社区闺女”巾帼志愿服
务队不断拓展服务外延，带动党员群
众自发参与志愿服务，实现辖区内独
居及空巢老人、困难妇女儿童和困难
群众精准帮扶全覆盖。截至目前，

“社区闺女”巾帼志愿服务队共开展
义诊、免费理发等志愿服务100余次，
认领“微心愿”150个，调解矛盾纠纷
42起，帮扶人数达2000余人，成功举
办5届社区老年节。

下一步，“社区闺女”巾帼志愿
服务队将在有效引领社区的志愿文
化，开展志愿服务，提升社区服务水
平的同时，让辖区群众有更强烈的
归属感，提高居民们的满意度。

浓情中秋 巾帼送暖

凹山湖日出美景凹山湖日出美景

本报讯（记者 余齐斌 通讯员
胡顺珍）日前，省住建厅审核批准并
正式发布公告，中冶华天获得冶金工
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

随着国家《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的正
式实施，冶金行业部分业主也逐步参

照房建、市政等行业新总包模式进行
管理。中冶华天顺势而为，统筹谋
划，经过努力，高质高效完成资质申
报工作，最终顺利通过冶金工程施工
总承包壹级资质核准，为进一步拓展
冶金业务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资质
支撑。

中冶华天获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

老人们在社区食堂就餐 记者 廖岚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