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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廖岚钧 通讯员 王
颖琪） 日前，市民政局、市社会组织孵
化（指导）中心组织开展“社会组织暖冬
行”走访慰问活动。我市社会组织纷纷
响应，深入社区、农村，为困难群众送上
爱心物品、慰问金和新春问候。

1月16日，马鞍山江苏商会会员单
位志愿者走进花山区霍里街道张庄村、
黄里村，雨山区平湖街道、向山镇金福
社区等地，走访慰问14户困难家庭，并
送上米、油、御寒毛毯和慰问金。1月

17日下午，在蒙牛高科乳制品（马鞍山）
有限公司支持下，市同心缘社会服务发
展中心志愿者先后来到雨山区平湖街
道4个社区、博望区丹阳镇百峰村等
地，为困难群众送去大米、食用油和43
箱蒙牛爱心奶，价值约1万余元。

截至目前，市建筑业协会、市健美
健身协会、马鞍山江苏商会、马鞍山和
州商会、马鞍山庐江商会、同心缘社会
工作发展中心、马鞍山爱心车队、马鞍
山智能制造装备协会等20多家社会

组织共捐赠慰问金和物品共计价值
10多万元，慰问城乡困难家庭、困难
儿童等163户（人）。

我市开展“社会组织暖冬行”走访
慰问活动，不仅给困难群众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物质帮助，更展现了社会组
织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责任担当。
参加此次活动的社会组织纷纷表示，
将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向社会传
递正能量，动员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
进来，让爱心传递，使温暖继续。

我市开展“社会组织暖冬行”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讯（记者 胡越 通讯员 韩
田） 1月18日，由采石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与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等多家
单位共同主办的“梦回牛渚”采石矶李
白诗意全国书画名家邀请展在采石矶
大雅堂正式开展。展览荟萃了全国百
余名书画艺术家的精品力作，为广大
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

走进展厅，一幅幅风格各异、特色
鲜明的书画作品映入眼帘。书法作品
笔行墨砚，或遒劲峻拔，或飘逸洒脱，
美术作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这些
作品题材广泛，包含山水、花鸟、书法
等分类，运用工笔、写意等创作技巧和
笔法，书画作品墨彩自然、画技娴熟，
在立意、题材及表现手法等方面也都
具有独特而鲜明的艺术特征，吸引了
不少市民及艺术爱好者欣赏。“这是一
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正好孩子放寒假，
就带她来观摩大师们的书画作品。”市
民王敏华一大早便带着孩子来到现场
观展，接受艺术熏陶。

“盛世千家乐 新春百业兴”“玉兔
迎春到 红梅祝福来”“满门如意随春
到 一地吉祥逐兔来”……采石矶大雅
堂前广场上红幅铺展，翰墨飘香，来自
市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们受邀现场挥
毫泼墨，为市民游客送上新春的美好
祝福。

据了解，此次展览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展出100余幅
精品力作，线下展期至2月6日，广大
书画艺术爱好者可前往采石矶大雅堂
免费观展。

“梦回牛渚”采石矶李白诗意
全国书画名家邀请展开展

1月17日下午，在市志愿服务中心，“迎新春 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举行。市红十字会淘管家志愿服务队联合市中医
院医疗志愿者队和我市爱心企业，为残疾人和孤寡老人送去慰问金以及米、水果等物品，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福。活动现
场还设立了健康义诊咨询台、心理咨询台，为大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 记者 任德玲 通讯员 胡智慧 陶宏旭 摄

志愿服务送关爱

退捕渔民喜领分红过大年
1月18 日下午，雨山区三姑娘劳

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入股退捕渔民们分
别领到了8000元分红。据了解，三姑
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
20日正式开业，采取上岸渔民抱团发
展、第三方适时入股的经营模式，主营
保洁、护绿等服务，参与护渔等公益活
动。参股的上岸渔民直接享受公司的
收益分红，受聘的上岸渔民可通过劳
务公司快速实现家门口就业。
记者 张令琪 邵纪明 通讯员 雍珣 摄

本报讯（记者 高文亮 通讯员 孙
燕） 连日来，慈湖高新区全力保障春
节期间市容环境干净整洁。

针对春节前夕占道经营、乱堆乱
放等违法违规行为，高新区城管部门
持续加大巡查管理力度，坚持以人为
本和疏堵结合，合理设置临时年货摊
点处。提前开展“门前三包”和“道路
清扫保洁迎新春”专项整治行动，共劝
导入室规范经营20余次，治理占道经
营（流动摊点）17起，清除乱摆乱放21
起，清除卫生死角14起，规范非机动
车乱停乱放100余辆。

针对春节前夕人流车流量大、垃
圾增多、保洁难度加大等情况，高新区
城管部门持续加大保洁力度，以繁华
路段、重大活动场所为重点，实施巡回
保洁制，确保人员不空岗、工作不断
档。在重点区域、路段增加保洁人员
和垃圾巡回收集频次，确保市政道路
沿线生活垃圾不堆积不过夜。组织人
员对垃圾桶、环卫运转车辆进行每日
卫生清洁和消杀作业，维护环卫设施

整洁、干净。还结合安全生产重大隐
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对渣土车运输
及户外广告牌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共
检查执法车辆18辆、环卫车辆30余
辆、渣土运输车辆123辆、户外广告牌
26处。

下一步，高新区城管部门将继续
加大对辖区市容环境秩序的巡查监管
力度，规范商家经营活动，以更加整洁
有序的市容面貌迎接春节。

慈湖高新区全力保障春节期间市容环境秩序

本报讯（记者 廖岚钧 通讯员
孙明） 1月18日上午，我市2023
年“春风行动”启动仪式暨大型专场
招聘会在市体育馆门前广场举行。

本次活动由市人社局和花山区
政府共同主办，山鹰纸业、华星化工、
统力回转支承、立白日化、皓元药业、
顺博合金等100家企业进场招聘，涉
及化工、造纸、新材料、汽车配套、机
械制造、电子商务、商贸餐饮等多个
行业，现场发布就业岗位2157个。
招聘会现场，用人单位早早摆好展
位，用工岗位、人员数量、学历需求、
年龄范围、薪资待遇等重要信息在招
聘展板上一一标明。求职者从四面
八方赶来，穿梭在各个企业招聘展
位，认真了解企业招聘信息，寻找适

合自己的工作岗位，询问工作待遇情
况，填写就业意向表。为更好地满足
求职者的需求，市、区人社部门还在
现场设立了服务咨询台，开展就业创
业政策宣传，提供职业指导、政策咨
询、劳动维权等服务。此次招聘会共
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前来应聘，有
322人与企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据了解，我市2023年“春风行
动”专项就业服务活动将持续至3月
底。活动期间，我市各级人社等部门
将举办各类招聘活动100多场，集中
为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者、符
合认定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以及有
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帮扶
和现场招聘等就业服务，促进更多求
职者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我市举办“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百家企业携2000余就业岗位进场招聘

记者 季晨辰 通讯员 程前卫

只需按下开关键，喂料线就自动运
行起来，调制好的饲料被送进食槽；鸡粪
由设备控制送出加工成有机肥，实施无
害化处理；鸡蛋由传送带缓缓送出……
走进鑫欣禽业育种有限公司标准化养殖
车间，记者发现，种鸡数字化养殖管理平
台实现了自动化养鸡。

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近年来投入
2900万元，建厂房、增设备，实现了从传
统养殖向自动化养殖的转变。2022年，
投资100万元试点升级了种鸡数字化养
殖管理平台，基本实现了车间环境控制、
通风、温控、光照、视频监控、精准饲喂、
粪污清理等环节指标全部自动化，实现

精准调节。公司当年获评为升级数字化
农业工厂、长三角绿色食品供应基地。

“传统养殖8.6万只鸡大概需要30多
人，实现数字化升级、自动化养殖后，只需
10人就能轻松完成。当前，我们引入的
种鸡日产蛋7万枚，产蛋率提升了1.5%，
鸡蛋品质更好，供不应求。”1月18日，鑫
欣禽业育种有限公司董事长阮国军介绍，
今年春节，公司采取轮休制度，加快对其
他三个车间的数字化升级改造，争取带动
更多养殖户走上科技养殖致富路。

2022年下半年，在花山区农业农村
水利局的指导帮助下，秀山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和安徽工业大学合作研发，
投入首批40万元建成了30亩“生态果
园智能化管理系统操控”的精品葡萄园，

把智慧农业物联网系统引入葡萄大棚，
不管是浇水、施肥、通风、病虫害防治都
可以通过传感器和网络来控制，根据不
同的生长期对葡萄实现精准化管理，通
过电脑、手机远程控制，足不出户就能进
行农事操作。“冬天，葡萄进入休眠期，我
们正在抓紧完善升级系统，为来年春天
葡萄根系萌动创造一个最合适的生长环
境。系统稳定后将在二期精品果园进行
推广。”秀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孙勇表示。

无论是自动化养鸡还是智慧化果
园，都是智慧乡村建设特别是乡村产业
数字化版块的生动体现。2022年，花山
区接连出台推动“两强一增”行动、加快
推进农业信息化和数字乡村建设等多个

实施方案，制定9条特色产业扶持政策，
在实施过程中不仅强调用数字经济赋能
现代农业，更全面服务乡村振兴和可持
续发展。该区还积极克服乡村产业体量
小、规模小的短板，以农村数字化为统
领，强化科技创新和装备支撑，推进现代
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建设长三角绿色农
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去年投入农村
地区数字化建设资金1193万元，建成4
家数字化农业工厂，“互联网+”农产品出
村进城活动红红火火，特色水果、苗木、
茶叶、绿色无公害粮食产业体系逐渐培
育形成，乡村振兴、农民致富更有“数”。

推进农业数字化 乡村振兴更有“数”

（上接第一版）同时，新区聚力重点
项目攻坚，坚持高频次调度，建立

“一企一策”“一项目一档案”“主要
领导周调度、分管领导随时调度”的
工作机制，对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
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精准分
析、快速解决。1至12月，新区84个
市级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0.56
亿元，中联重科、中南光电等32个项
目相继开工，大鹏半导体、一为科技
等28个项目竣工投产，净增金裕丰、
芯鑫等9家规上企业，分别完成全年
目标的 113.63%、145.5%、140%、
100%，均超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今年，新区将紧扣“双招双引”
与“制造业三年倍增”两个关键词，
重点围绕已落地的中联重科、中南

光电、瑞声科技等龙头企业开展产
业链招商，发挥综保区、自贸联动创
新区、跨境电商等多平台叠加优势，
开展供应链招商，在去年已签约50
个重点招商项目的基础上，加快项
目洽谈进展，确保全年引进20亿元
以上项目4个、50亿元以上项目1
个，力争签约1个百亿元项目。同
时，新区继续实行重点项目领导责
任制，将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层层
分解，做到项目从前期准备到项目
竣工的每一个环节都明确责任人和
责任单位，完善项目建设督查落实
制度，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建立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控体系，实现项
目极简申报、极效审批、极速落地，
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本报讯（记者 余齐斌 通讯员
王良忠） 1月17日晚，由中冶华天
总承包的长江钢铁余热发电新建
15兆瓦机组成功并网，进入试运行
阶段。

长江钢铁余热发电项目是在国
家节能减排政策指引下，为降低长江
钢铁电炉工序能耗建设的余热回收
项目。该项目建设一座电炉余热锅

炉，用于回收电炉烟气余热，并同时
建设一套15兆瓦饱和蒸汽汽轮发电
机组及与之配套的除盐水制水系统、
冷却水系统、保护系统等，设计年发
电量1.08亿千瓦时，其中电炉余热资
源回收年发电量达2160万千瓦时。
该项目建成运行后，可充分回收和利
用厂内余热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助
力长江钢铁高质量发展。

长江钢铁余热发电项目并网试运行

本报讯（记者 王永霞 通讯员
唐勇） 记者昨日从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经安徽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推介
委员会审查评定，圣戈班管道系统有
限公司、东科半导体（安徽）股份有限
公司、马鞍山高科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等我市13家企业获得2022年度安徽
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推介。这13家
企业涉及电子信息材料、创意科技、
工业、农业、水产、食品加工等特色产
业。截至目前，我市共有省商标品牌
示范企业81家。

安徽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的评
定是我省推动企业创造品牌、使用品
牌、保护品牌，加速推进知识产权强省
建设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围绕地方重点和特色产业，
不断加强商标品牌培育，引导企业强
化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和高效益运
用，不断提升企业商标品牌综合竞争
力。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
快推进品牌自主化、高端化、集聚化，
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本土特色
商标品牌，推动品牌经济发展。

我市新增13家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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