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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 瑜）近
日，根据市生态环境局、滁州学院联合
发布的滁州市生物多样性调查情况显
示，与以往历史资料和兄弟县市相比，
我市生态环境正以显著速度向好发
展。最近两年，秋冬季节，越来越多的
珍稀鸟类迁徙时选择了滁州作为越冬
栖息地，很多一直停留到第二年春
天。市生态环境局、滁州学院生态监
测团队通过实地观测、红外相机架设
等方法观察到大量的鸟类来滁越冬，
2021年底至2022年初，仅明湖一地的
鸟类监测中，就已观测到 36 种，计

6000余只鸟类；其中国家二级保护物
种小天鹅 80 余只、黑翅鸢 1 只。我市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本着因地制宜、
专业求真的态度进行调查和保护工
作。在皇庆湖和滁河沿岸，保护鸟类
栖息地，不做河堤硬化处理，为鸟类
提供天然的栖息和繁衍场地，“凌波
仙子”水雉和牛背鹭等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相约而至。 （下转第五版）

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初见成效

近日，由定远县商务局牵头指导的定远县家政
服务业协会成立，并举办第一届会员大会。记者了
解到，这是定远县落实“放心家政”暖民心行动的具
体举措，不仅标志着该县从事家政服务的企业和个
人有了自己的“娘家”，更将促使全县家政服务水平
和质量得以全面提升，真正将暖民心行动做到群众
心坎上。

“放心家政”行动是我省实施的“十项暖民心”行
动之一，旨在提升家政服务质量，提高家政服务行业专
业化程度，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服务保障。之所以备
受关注，是因为作为从传统“保姆”行业发展起来的这

一新兴职业，由于家政服务公司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服
务人员素质不一，长期以来滋生不少问题和矛盾。

“家政服务太重要了。”有着10多年雇用钟点工
经历的定远县居民李大姐，对此深有体会。“想找一
位服务优良、价格合理的钟点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
事。”李大姐说：“每次重新找钟点工，总会琢磨对方有
无经验、靠不靠谱，往往需要磨合一段时间才能放
心。”李大姐对于家政服务的顾虑，代表着很多消费者
的心态。

“定远县家政服务业协会成立的初衷，就是引领
行业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更好地服务大
众。”新当选定远县家政服务业协会会长的谢长海
说，过去，由于行业信息不透明、管理体系不完善，
以及从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家政公司缺少系统
性、制度性、规范化管理，使得定远家政行业一直处

于发展迟缓状态。
“服务质量不太稳定，社会对我们缺乏了解，导

致很多消费者抱着怀疑甚至担心的态度。”谢长海
说，随着社会对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专业水平要求
的不断提高，如何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家庭
服务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提高行业服务能力和服
务质量，成为当前定远家政服务业发展迫在眉睫的
工作。

“我们将全力保障‘放心家政’行动落到实处，让
高质量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定远县商务局局长
李大鹏表示，虽然该县家政服务业处于起步阶段，家
政服务企业较少、产业集中度相对较低，但可以通过
强化引导、规范秩序、维护权益、优化环境，促进家政
服务行业科学发展，真正把这一暖民心行动办到群
众心坎上、暖到群众心窝里。

打造温暖百姓的“放心家政”
全媒体记者包增光 通讯员刘 欢

暖民心 见行动

■9 月 29 日上午，全市党的二十
大维稳安保信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市长龚
健勇出席会议时要求，要以最高的政
治站位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以最实
的工作举措进一步守牢防控底线，以
最强的责任担当进一步把牢责任红

线，忠诚履职尽责，敢于迎难而上，以
走在前列、争创一流的实际行动和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市
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熊言松主
持会议，并就全市公安机关全力做好
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工作作出部署。

（全媒体记者包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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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开兴）9月29日，市委
书记许继伟，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劲率队，深入
定远县开展2022年三季度招商引资“三看三比”
巡回检查活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图强，市
委副书记金力，市领导杨甫祥、李宝君、万瑞健、
周文芳、邓继敢、吴晓佳、余成林、单培，市政府
党组成员刘茂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徽，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玉科，滁州经开区管委会
主任吴孝水，中新苏滁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杨广
兰，市政府秘书长孙新安等参加检查。

在定远县，检查组检查了通湾科技、远景能
源科技、三甫铝业、元太光伏、橙犀智能制造、瓜
蒌部落农旅项目、东宇新材料、泉盛化工、定远
盐化工业园封闭管理系统及危化品停车场项目
等，并听取了定远县党建工作情况汇报。

通湾科技项目，满产后可年产1800万片纳
米合晶瓷5G手机盖板，年产值达5亿元。远景
能源科技项目，建设智慧储能总装车间、展示中
心等，并配套建设企业级能碳管理双控平台，打
造安徽省示范零碳工厂。三甫铝业项目，于去
年10月投产，年产300万平方米铝板，年产值达
6亿元。看产品展示、说发展历程、问技术研发、
话市场应用，检查组鼓励企业加大在滁投资力
度，加快在滁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尽快达产
满产，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滁州将一如
既往做好用工、用地、融资等各方面要素保障，
以一流营商环境服务好实体经济发展。

元太光伏项目今年 2 月签约、9 月投产，检
查组对企业建设发展的高效率给予充分肯定，
鼓励企业瞄准市场前沿，加速抢占产业发展制
高点，发展得更快更好。橙犀智能制造，是中国
销售额最大的清洁设备制造公司之一，详细了
解项目投产以来有关情况后，检查组叮嘱企业
围绕产业上下游，延伸产业链，打造生态圈。在
定远盐化工业园，走进东宇新材料、泉盛化工等
企业车间，实地了解企业发展现状后，检查组强
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
发展和安全，认真贯彻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规范操作流程，落实各项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全
力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察看瓜蒌部落农旅项目建设发展情况，听取定远县党建工作情况汇报后，检
查组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乡村
振兴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在深度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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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开兴）9月28日晚，市生
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在明光市召
开。市委书记许继伟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坚持问题导向，以更
加有力有效的举措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动我
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劲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金
力，市领导杨甫祥、余成林，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
吴孝水，中新苏滁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杨广兰等出席
会议。

会议观看了市生态环境问题警示片，通报了有
关工作情况，定远县、明光市作了发言。

许继伟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充分认清形势，
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切实做到“眼里有活”

“心中有数”，持续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顺利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推动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许继伟强调，要抓好任务落实。要聚焦中央巡
视、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长江（安徽）经济带生
态环境警示片等反馈或披露的问题、省级督察等发
现的问题、各地滚动排查问题，列出清单，全力推进
问题整改，确保顺利完成目标任务。要积极克服干
旱等不利影响，密切关注断面水质动态，科学分析河
流断面水质现状，精准确定治理方向，确保各个断面
水质稳定达标。要以更强决心、更大力度、更实措

施，落实禁烧措施，坚决完成今年禁烧目标任务。
许继伟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切实做到“一把手”主动扛责，分管
负责同志履职尽责，相关部门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企
业压实主体责任，注重坚持协同作战，强化督查问
效，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链条，确保生态
环境保护责任落细落实。

吴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抓起来、任务担起来、责任扛起来，坚持问题导
向，清单化闭环式推进，抓好问题整改，坚决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许继伟在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上强调

强化责任担当 抓好任务落实
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吴劲主持 金力出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开兴）9月
29日上午，华塑股份举行产品结构调
整一体化项目开工仪式。市委书记许
继伟宣布项目开工。省国资委党委委
员、副主任董亚庆；市委副书记、市长
吴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图强，市委
副书记金力，市领导杨甫祥、李宝君、万
瑞健、周文芳、邓继敢等出席。淮北矿
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良才，华塑
股份公司董事长赵世通分别致辞，淮北
矿业集团督导员王圣茂主持活动。

华塑股份是定远盐化工业园首家
入驻企业和龙头企业，也是定远县第

一家主板上市企业，一期工程于2013
年6月正式投产，二期工程于2021年1
月建成运营。企业主要从事以PVC和
烧碱为核心的氯碱化工产品生产与销
售，具有资源、成本、技术、规模、环保
等多个方面综合竞争优势。多年来为
定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新开工的华塑股份产品结构调
整一体化项目，不仅将对企业延伸新
材料产业链条、提升新材料产业档次
具有战略意义，也将对加快定远县工
业结构调整、增创产业发展优势、拉动
县域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华塑股份产品结构调整一体化项目开工
许继伟宣布项目开工 吴劲王图强金力方良才出席

庆国庆
爱祖国

9月28日，琅琊区宝山学校的师生
们摆出“930”图案，以此来缅怀为中国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英
烈们。为铭记历史，缅怀英烈，在第九个
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琅琊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联合滁州市宝山学校开展“弘扬
英烈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主题教育活
动，组织学生与国旗合影、歌唱祖国、诵
读《英雄祭》和升国旗等形式多样的活
动，深切缅怀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英烈们，表达对伟
大祖国的热爱和祝福，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3周年。

通讯员宋卫星 陈 铭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开兴）9月28日晚，市委书记许
继伟在明光市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贯彻落实省辖市市
委书记、市长三季度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市信访工作进行再
部署、再调度、再推进。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

《信访工作条例》，坚守为民情怀，站稳群众立场，带着感情、
带着责任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政

治社会环境，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劲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金
力，市领导杨甫祥、孙军、龚健勇、周文芳，市一级巡视员秦
仲鑫，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熊言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许徽，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吴孝水，中新苏滁高新区管委
会主任杨广兰等出席会议。 （下转第五版）

许继伟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

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
切实维护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吴劲 金力出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吕静远）9月29日，全市三
季度招商引资“三看三比”巡回检查现场会在滁召
开。市委书记许继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
认真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工
作要求，深入贯彻省辖市市委书记、市长三季度工作
会议精神，大干四季度、夺取全年红，以更加优异的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劲主持会议。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王图强，市委副书记金力，市领导杨甫
祥、李宝君、万瑞健、龚健勇、周文芳、邓继敢等出
席会议。

会上，许继伟对这次巡回检查的明光市、定远县
今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了点评，肯定成绩、指出问题、

提出要求，并对全市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
分析调度。他指出，在省辖市市委书记、市长三季度
工作点评中，滁州延续了前两个季度的好势头，经济
运行评议连续三个季度蝉联全省第一，营商环境评
议蝉联全省第一，全市经济“稳”的基础持续夯实，

“进”的动能加快蓄集，但也存在一些短板不足，必须
增强“慢进是退、不进更是退”的紧迫感，坚持问题导
向，拉升工作标杆，切实加以解决。

就四季度重点工作，许继伟强调，各地各部门要
认真落实“一改两为”要求，对照年度目标任务安排，
慎终如始、大干快上，确保年底交出“走在前列、争创
一流”的高分答卷。一要着力保安全、护稳定。切实
把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工作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

等大事，持续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大力营造平稳
健康的经济环境、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
政治环境。要抓好疫情防控，坚决守住疫情不出现
规模性反弹的底线，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
和群众生活的影响；要抓好信访稳定，及时有效解决
问题，全面提升信访工作质效；要抓好安全生产，聚
焦建筑施工、高空坠落、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防控等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加大倒查问
责力度，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好社会治
安，常态化机制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保持各类违法
犯罪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最大限度提高见警率，及
时高效处置各类突发状况，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
定、人民安宁； （下转第五版）

许继伟在全市三季度招商引资“三看三比”巡回检查现场会上强调

深入贯彻落实省辖市市委书记、市长三季度工作会议精神
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吴劲主持 王图强金力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