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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锡荣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原向山区人大

办主任沈锡荣同志，于2022年10月31日20时
20分在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91岁。

沈锡荣同志，1931年11月出生，河北省衡
水市故城县人，1946年 10月参加革命工作，
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0月起
在部队先后任通讯员、副班长、文书、副排长、组
织干事、政治指导员、科长、教导员等职，1978
年10月从部队转业到马鞍山市郊区区委组织
科任科长，1978年10月至1980年6月任郊区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80年6月任市农业
委员会组干科副科长，1984年1月任郊区人大
办公室主任，1985年1月任向山区人大办公室
主任，1993年3月离休，享受县处级待遇。

沈锡荣同志的遗体定于2022年11月2日
上午8时15分在市殡仪馆火化。

联系电话：18605553369
中共花山区委老干部局

2022年11月1日

更正公告
当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当自
然资规出让告字[2022]第25号）更正
为当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当自然
资规出让告字[2022]第25号）。

特此公告
当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2日

遗失声明
马鞍山太白旅行社有限公司

于2022年 10月 21日不慎遗失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正本)，许
可文号:皖旅管[2009]83 号，编
号:L-AHO0041，声明作废。

马鞍山太白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日

一位女游客深陷江滩泥沼无法脱
身，危急之时，几位市民手拉着手，助
力她成功上岸。这两天，一张照片在
马鞍山人的朋友圈疯传，市民纷纷点
赞这个暖心的救人场面。11月1日，
记者辗转联系上了照片的拍摄者卫道
胜，他为记者讲述了事件发生的始末。

10月31日上午11时许，卫道胜与
几位老同学一起在江边游玩，突然，他
发现江边有一个人影，因为人影很小，
他本以为是个小朋友，走过去看原来
是一位女游客陷进了泥沼，被淤泥紧
紧吸住。“你不要乱动，不然会越陷越
深的！”卫道胜赶紧提醒。

此时，该女士的一位男同伴从远处
跑了过来，卫道胜的几位同学也来了，

“我的一位老同学发现岸边有一块旧的
广告牌，就捡起来扔给那位女士，让她
扶着，以免陷得越来越深。还有一位女
同学解开了自己的围巾当成绳子，让女
游客的男同伴拿着一端，另一端递给女
游客。随后，我的两位老同学接力拉
着女游客的男同伴，后面又赶来了热
心市民，队伍一直排到了岸边。”

“包括商量对策、递围巾、合力拽
绳，前后大约花了十几分钟，大家合力
把这个女游客拉上来了，女游客非常感
动，上岸后不停地感谢救她的市民。”卫
道胜告诉记者，当时觉得场面很感人，
本身是摄影爱好者的他正好随身带着
相机，便立即拍下了这一幕。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当时接力救人
的市民盛强，“我们当时路过正好看到，
因为那边是淤泥，人过去容易陷下去，就
想出了用围巾拉着接力救人的办法。”盛
强表示，这个事真不算啥，当时的情况，
大家看到了都会想办法去救的。

“这种救人方法在深度可控的江边
确实很有用！”马鞍山市蓝天救援队队

长翟迎辉点赞市民们接力救人的机智
和勇气，同时他也提醒大家，如果不小
心陷入了淤泥，特别是膝盖以上都陷入
了淤泥中，就已经很难自救了。此时不
要挣扎，可以大声呼喊等待救援。

“如果是看到他人陷入了淤泥中，
首先可以报警寻求专业力量救援，其
次可以寻找门板大小的比较宽的硬

物，借助这样的物品上去救援。如果
可以提供救援的人数比较多，也可以
合力使用绳子拉拽。”翟迎辉说，目前
各地水位下降，泥土表面干了，但下面
还是湿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远离淤泥地带。

文/“马上办”融媒体工作室记者
唐冰倩 图/卫道胜

马鞍山江边发生感人一幕

游客身陷淤泥 众人接力施救 本报讯（记者 余齐斌 通讯员 王
淮北）近日，中冶华天马鞍山市中心
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整体竣
工验收顺利完成。

该项目是中冶华天实施的合同额
最大的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项目建
设内容繁多，包含中心城区57处水体
的综合治理，含扩建排涝泵站5座，整
治河道总长98千米，水域面积180万
平方米；绿化面积142万平方米，建设
绿地公园30万平方米，活水循环43

处，9座补水泵站，清淤90万立方米；
新建7座调蓄池；新建及改造污水管
网70千米；新建雨水管道3.3千米，消
除污水管病害1085处；对全市322个
小区进行雨污分流改造等等。该项
目成功实施后，我市在全省率先完成
城区雨污分流改造，35条黑臭水体

“洗”尽污浊，慈湖河、雨山河等清亮
入江，实现了河畅、水清、安全、生态，
多处水域成为居民休闲娱乐首选地，
治水效果显著。

我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安徽日报记者 沈宫石

市场监管，与群众生活息息相
关。食品药品、特殊设备、产品质量等
安全监管，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魏彬，就是坚守在监管一线、护航
市场秩序的忠诚卫士。

1994年，魏彬从学校毕业后进入
无为工商局工作，先后在泥汊工商所、
姚沟工商所、牛埠市场监管所、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等7个单位工作。岗位在
变，但他的初心不变。28年来，他扎根
在基层市场监管一线，严于律己、公正
执法，忠诚守护千家万户的平安幸福，
做“人民满意”的好公仆。

“有他在的地方，工作质量一定会
提升，他到哪里工作都能出成绩！”与魏
彬共事多年的同事、无为市市场监管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吴林称赞道。

“我就是革命事业的一块砖，哪里
需要哪里搬！”魏彬说。每次岗位调
动，无论多重多难的担子，他毫无怨
言，一心只想着如何把工作做好。

牛埠市场监管所是无为市最偏远
的基层所，为了提高业务工作水平、服
务好当地群众，组织上派工作得力的
魏彬去这个所主持工作。2018年 1
月，他从局机关来到牛埠镇，克服种种
困难，以所为家，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作为领头雁，魏彬带领全所同志积
极推进全程电子化改革，大力推行“审
核合一”制度，将“只跑一次”真正落到
实处，使牛埠市场监管所这个原本业务
落后、毫不起眼的小所，在无为市2019
年度基层站所评议中获得“群众满意基
层站所”称号，成为全市14个市场监管

所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2021年7月，无为市市场监管局

新组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魏彬再次迎难而上，扛起重担。2022
年以来，该大队共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90余起。在今年元旦、春节“两节”打
假期间，他带领全队人员查办案件50
余起，有效维护了辖区市场秩序。

常年工作在农村基层，魏彬对“三
农”尤为关注，他始终将“帮助解决群
众实际困难”摆在首位，为当地脱贫攻
坚倾注了大量心血。“我是从农村走出
来的，对农民、农业有着深入骨子里的
感情。”魏彬说。

在牛埠镇工作时，魏彬带领全所
人员多方奔走，新增注册涉农商标100
余件。2018年5月，在他的推动下，该
所仅在半个月时间内便指导设立了41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政府发放的
2000余万元扶贫贷款，有力地推进了
脱贫攻坚工作。

2020年初疫情期间，辖区内涉农
企业鑫洁棉业公司因未办理食品经营
许可证，复工复产遇到了困难。魏彬
得知后，立即上门送申请材料并现场
指导填写，提供一站式服务，解决了企
业的难题。

魏彬廉洁奉公、严格执法、不徇私
情。他带领执法大队全体人员积极践
行“忠诚、干净、担当”要求，没有一起
违反廉政建设的事件发生。

多年来，魏彬以其出色的工作成
绩，获得多项荣誉称号。对此，他表
示，作为基层市场监管人，这是他该尽
的职责。

“我将继续强化公仆意识，以热血
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以饱满的工作
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坚守基层，努力
践行人民公仆的光荣使命，用心书写

‘人民满意’新答卷。”魏彬说。
（载10月31日《安徽日报》）

“我将用心书写‘人民满意’新答卷”
——记无为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魏彬

本报讯（记者 高莹 通讯员 朱倩
倩） 安全生产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的大事，安全生产培训是安全生产工
作的基础。今年以来，市应急管理局结
合工作实际，多措并举，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走过场”专项整治
工作，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安全生产培训行为，提升从
业人员安全素质和技能，巩固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成果。

专项整治过程中，市应急管理局
围绕安全培训机构、考试机构和考试
点、生产经营单位等3类主体开展了
全覆盖专项整治，重点对考培机构的
管理制度、教学内容、培训档案、考试
场地和设备等方面进行检查指导，共
检查考试点、培训机构15家，检查覆
盖率达100%；发现问题26个，关停2
家培训机构平台账号，约谈3家培训
机构负责人，移送监察支队立案查处
4起，罚款2.5万元；曝光培训机构典
型案例2起。另外，市应急管理局还
运用大数据分析探索安全生产监管
路径，通过工伤工亡数据分析，精准
排查高风险行业领域（建筑业、制造

业、交通）、工伤高发企业、高发工种
（焊工、低压电工）、高发年龄段
（41-50岁），开展“触发式”检查和安
全培训“走过场”专项督查，今年全市
工伤申报量同比下降5%。

与此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广泛收
集群众举报，联合各载体进行安全生
产检查，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生产培
训工作的良好氛围。创意拍摄原创宣
传片《守护》，利用网络等途径全方位
普及安全培训法律法规等安全生产知
识；通过安全生产举报热线“12345”

“马鞍山市应急管理局身边隐患随手
拍”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在线收集投诉
举报；联合各载体对782家生产经营
单位安全生产培训计划制定和实施情
况、主要负责人和安管人员履职、有无
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或持假证上岗
等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行政处罚42.2
万元，停业整顿3家，并定期向省厅报
送了培训“走过场”典型案例。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加大安全
生产培训常态化执法检查力度，加强
隐患问题整改，不断完善行业监管制
度，实现常治长效。

检查考试点、培训机构15家，发现问题26个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走过场”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 吴黎明 通讯员
陈彤伟）仅凭一张身份证，按照提示
信息，即可当场自助打印营业执照，
整个办照过程不到五分钟。“这样的
商事登记全程电子化自助服务真是
做到家了。”日前，马鞍山市恒诠贸易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来到当涂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设在县行政服务中心的
自助服务区，在商事登记全业务自助
一体机上注册登记成功，并打印出营
业执照，不由得心生感慨。

“有了这两台自助终端设备，可为
申请人提供7×24小时不打烊服务。”
当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工作人员
吴苑说，今年6月底，自助服务区安装
了个体智能审批一体机及商事登记全
业务自助一体机各一台，实现了登记

“自助化”和打照“智能化”。
今年以来，当涂县市场监管部门

充分发挥“互联网+政务服务”作用，以
全程电子化办理为基础，以智能化审

批为核心，以急速办理登记注册为目
标，进一步提高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
境，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截至10月
底，新设立企业1339户，个体工商户
设立3093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45
户，平均每天新增市场主体15家。目
前，该县实有企业11118户，个体工商
户28804户，农民专业合作社591户。

据了解，在商事登记实现全程电子
化自助服务的同时，该县以提升办事效
率为立足点，做好企业开办工作。全面
压缩市场主体开办时间，实行“4小时、
不过夜”工作法。在“企业登记、公章
刻制、发票申领、银行预约开户、社保
登记、公积金登记”等企业开办环节全
面推行“一窗受理、一日办结”及“全程
网上办”，上午提交中午办结、下午提
交当日办结，进一步压缩企业登记办理
时间；简化市场主体开办环节，线上线
下实现“分段”办理。将原企业开办六
个环节由“一次提交”“合并联办”优化

为既可“合并联办”也可“分段、分次办
理”；压减市场主体开办申报材料，实
行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制。将企
业开办登记材料压减到5份以内，“一
窗受理、一表填报”，无需重复提交材
料。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在企业开办各
环节的场景应用，实现营业执照“多环
节、免提交”；降低企业开办成本，公章
刻制“政府买单”。对住所登记在该县
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新开办企业，通过政
府购买方式，免费提供含数字化安全芯
片的印章一套五枚。

与此同时，利用电子营业执照统
一、规范的市场主体身份验证功能，
实现了电子营业执照跨地区、跨行
业、跨领域的便利化场景应用。实现
银行开户“信息免填报、数据免录入、
材料免提交”。利用电子营业执照的
电子签名功能，在线办理企业设立、
变更等“企业全生命周期”网上登
记。建成企业档案“马上查”系统，实

现企业档案“7×24小时”网上自助查
询、下载、保存，并且自动打印加盖市
场监管部门档案查询电子印章的企
业档案电子文档。通过移动端微信

“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领取电子营
业执照，并同步免费领取与实体印章

“同章同模”的一套五枚电子印章，有
效推进市场主体从登记到生产经营

“全生命周期”便利化。
为克服疫情给企业开办带来的

影响，开通“证照EMS免费送达”服
务，安排专人接听电话，做好业务咨
询、服务指导等工作，实行企业开办
全程网办“零见面”，减少直接接触，
降低疫情风险。通过邮政EMS寄递
方式,已向北京、浙江、江苏、江西等
多个省市申请人寄递营业执照、公章
等办结材料。

商事登记便利化激发市场活力

当涂前10个月每天新增市场主体15家

“感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
‘专职秘书’，这么迅速地帮我们解决
了新公司的注册地点问题，增强了我
们在马鞍山投资的信心。”10月 28
日，在顺利完成新公司的在马注册
后，温州佳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
责人陶运莹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时间回到半个月前。10 月 17
日，位于我市慈湖河路与西塘路西
南角的阳湖塘B地块成功出让，温
州佳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马鞍山

盛世嘉源置业有限公司成功竞得。
为方便工作推进，温州佳湖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亟需在我市成立新公司
开展相关项目，然而由于无法落实
注册地址，新公司的注册遇到了“拦
路虎”。

在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雨山分局及市土地储备
中心第一时间派出“专职秘书”与企
业联系，主动帮助企业协调所在街
道，落实新公司注册地址。与此同

时，“专职秘书”还及时与市行政审批
部门联系，了解相关手续办理要素，
协助公司提供必要的办理材料。仅
用一天时间，就圆满解决了新公司的
注册地址难题，帮助该公司在马鞍山
顺利完成相关注册工作。

“专职秘书”上岗，服务企业实打
实。自2020以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主动设立服务企业“专职秘书”，就
拿地企业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安

排专人全程参与项目建设前期手续
办理，同时持续开展企业走访服务，
为拿地企业提供更加精准、高效、优
质的服务。

下一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
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为企
业提供“保姆式”优质高效服务，以企
业需求为核心导向，进一步提升服务
品质，提高跨部门协作效率，下好高
效服务“一盘棋”。

记者 任德玲 通讯员 徐海飞

“专职秘书”精准高效为企解难题

改作风 办实事 优环境
惠企在行动

10 月29 日，记者在位于向山镇石
马村的雨山区玮豪家庭农场看到，菜
农正在绿油油的菜地忙着除草、松土、
浇水、施肥。

据了解，这块复垦后的地块为向
山镇原迪里选矿场尾矿库，经过土壤
改良后，20 多亩菜地已成功试种了青
菜、芹菜、香菜等20多个品种的无公害
有机蔬菜，目前这些有机蔬菜长势喜
人,已进入上市阶段。

记者 邵纪明 通讯员 王爱民 摄

“尾矿地”里
种出有机蔬菜

图为市民接力救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