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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尾鱼苗放归芝麻沟万余尾鱼苗放归芝麻沟

本报讯（记者 赵丹丹 翟婉倩）
记者近日从鸠江区水务局获悉，该区
水毁工程修复正在加快推进，预计将
在明年 4 月底前全部完成，以确保来
年安全度汛。

今年7月9日以来，鸠江区共发生
险情360余处。面对防汛抗洪严峻形

势，该区全面动员、全民参与，主汛期
全区上堤巡查18万人次，抗洪抢险投入
人力14万人次，各种险情均得到有效控
制，成功处置了保安站“翻砂鼓水”、沈
巷镇后河晏家渡滑坡等较大险情。

在灾后重建方面，鸠江区防汛抗
旱指挥部成立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综合协调组、民政救灾组、农
业救灾组、灾后安置组等8个工作组，
并及时制定全区灾后重建工作实施方
案，9个部门和4个镇分别制定专门实
施方案，确定灾后重建目标任务。在
江河水位减退后，鸠江区第一时间组
织被转移群众返乡，为返乡群众恢复

生产提供必要帮助。当前，鸠江区已
与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在长江洲滩圩垸治理、主要支
流及中小河流治理、水系连通及水环
境治理、重点涝区排涝能力和城市防
洪排涝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全力谋
划好水利项目编制。

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

记者 王世宁

脱贫攻坚，全国一盘棋。三年前，
我市镜湖区与安庆市望江县牵手，围
绕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资
金支持、社会扶贫等方面，形成多层
次、深领域、全方位帮扶格局。三年
来，该区扶贫工作队28次专门深入一
线走访调研，互派 32 名优秀干部挂
职，互派 22 名专业技术人员，为当地
脱贫攻坚注入强劲动能。

帮扶的基础是“扶智”“扶技”。皖
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与望江县人民
医院建立医疗联合体。广济医院与望
江县医院达成共建协议。先后组织
64名临床专家和志愿者为800多名困
难群众看病会诊，120 余名基层医疗
机构医务人员参加学术业务讲座。为
194 名贫困群众开设中医按摩、面点
制作、插花、小笼汤包等5个技能培训
班。吸引适龄贫困人口零负担到芜湖
接受职业教育，为 170 位在芜湖就学
的望江籍贫困中、高职学生发放生活
补助 34 万元。推进北塘小学与望江
县第一小学、育红小学与太慈中心学
校拉手结对。区内院校企业为望江县

60 家企业负责人及科技人员培训农
业科技。

产业扶贫是推动可持续的关键一
环。太慈镇扶贫产业综合体，采取“公
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经营模
式带动 1021 户贫困户增加收益。杨
湾镇扶贫产业综合体，通过股份联结、
服务联结、劳务联结、租赁联结四种方
式，带动贫困户116户500人，实现人
均年增收4000元，带动增加集体经济
收入80万元。长岭镇扶贫产业园，合
作企业10余家，年租金达150万元，壮
大村集体经济均在8 万元以上，并带
动1119户贫困户就业、受益。镜湖区
还引荐安徽省炜思煜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进驻望江县经开区，参与县域脱贫
攻坚。预计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102
万元，效益辐射全镇16个村，带动400
余名贫困人口受益。

就业帮扶，实现精准扶贫。两地
人社部门签署《就业脱贫结对帮扶协
议书》，精心选择 100 余家企业，作为
望江县贫困劳动力就业基地，累计提
供贫困人口就业岗位 5000 个。疫情
期间，通过网络直播方式举办望江县
就业脱贫专场招聘会，共有7 家企业

提供就业岗位 1700 余个。帮助贫困
村建设扶贫车间40个，解决1000多人
就近就业，其中贫困人口 400 多人。
连续两年利用春节期间举办就业脱贫
专场招聘会，为省级就业扶贫基地申
洲针织（安徽）有限公司特设专区，招
聘贫困人口2700多人。

消费是拉动扶贫的重要手段。为
扩大望江县农副产品销售渠道，镜湖
区引荐与境内大型商超成功签约，联
合芜湖传媒集团打造“幸福路·爱心扶
贫”店，零距离与望江望通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签署供货协议，集中采购望江
县优质农副产品。该区工会按照“消
费扶贫”工作要求，节日慰问优先采购
扶贫系列农副产品。海螺集团集中采
购望江农特产品，各项累计采购超
7000 万元。举办四届望江县特色农
产品展销会，3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参
与、100多种特色农副产品参加展销，
现场实现销售额146.2万元。今年以
来，又先后签署1 万头生猪产业合作
协议、10000斤大米采购协议、电商扶
贫合作协议，联合举办第五届望江特
色农产品展销会。

强化“结对”抓帮扶。镜湖区为望

江县10个贫困村和8个挂牌督战村共
捐资57万元，用于结对村危房改造和村
级道路建设。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捐
赠给望江县总价值 7.92 万元防疫物
资。望江县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镜湖区以“旅游扶贫”为思路，组织区内
文化传媒企业，指导整合红色教育基地
建设，实现红色景区和教育基地设施共
用、资源共享。该项目已被作为全省典
型案例上报国家扶贫办。

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2017年至今，
镜湖区向望江县投入各类帮扶资金累
计达5050万元，协助建设到村产业项
目102个、到户产业项目400个，带动
当地贫困村平均增收4.2万元、贫困户
平均增收3000元。

2018年8月10日，全省县域结对
帮扶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现场会在望江
县召开。2019年10月24日，全省“千
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培训班在望
江县召开，镜湖区援建望江县太慈镇
扶贫产业综合体、杨湾镇扶贫产业综
合体成为“千企帮千村”样板。2020
年4月29日，望江县顺利实现高质量
脱贫摘帽。

结对帮扶心连心 脱贫攻坚实打实
——镜湖区结对帮扶望江县脱贫攻坚综述

保家卫国 英雄不朽
在芜湖烈士陵园英名墙上，5000多名烈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630位烈士是志愿军战士。在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他们不畏强暴反抗侵略，将生命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却将英魂镌刻在中国人民的

心中，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英雄，有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射口的一级战斗英雄李家发；有驾驶飞机同敌阵地同归于尽，被誉为“空军的董存瑞”的毕武斌；还有遗骸刚刚归国的丁祖喜……他们是民族
的英雄！他们是芜湖的骄傲！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志愿军先烈，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和民族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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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峰 骆本余 陈兆财 桂子清 俞松年 张宗喜 没永挑 陈祖荣 汪其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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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正江 戴文华 杨成来 冯增印 宋志华 张成立 张伦旺 王裕雄 董景奎

奚正银 蔡本华 杨咸来 叶明长 刘玉山 章晋松 奚正江 朱前福 程云道
汤福荣 胡光霞 吴庆荛 朱志福 郭文义 张国正 张清才 李大俊 强永华
蒋大木 刘尚全 程玉根 程来伍 胡光明 陶耀荣 开明柏 章铁明 雷实亭
郭家海 戴元彬 舒金仁 王良贵 崔祖荣 沈良才 王万模 李贵华 何忠发
李德明 张来宝 任正年 苏良清 张雨增 奚正云 王金发 徐华玉 柯德广
李德林 徐荣发 吴家财 徐继松 张正堂 王德保 朱双权 秦世生 叶忠桃
薛金山 强克贵 付太兴 杨贤村 胡志富 吴达银 熊世明 李之首 祖国正
徐守坤 梅宗桂 叶长贵 俞家久 沈一胜 王惠西 胡先道 罗炳仁 董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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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华 罗仁家 王以玉 舒悦恨 佘隽道 张成元 孙吉茂 佘隽明 夏可清
许长业 夏光云 丁加顺 胡家喜 李少文 张宝汉 刘德成 俞学良 孙永甲
吴金喜 杨国光 朱世义 陈大连 王良富 李修福 徐家贵 盛昌宏 袁心友
徐友和 王朝胜 丁标发 翟光南 汪旭春 杨德钱 梅务清 丛光显 姜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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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贤波 郭文银 崔德君 管远达 汤功高 徐荣南 刘金保 周友辉 俞康运
郑贤春 赵群昌 杨有繁 肖吕仙 李定国 徐育森 谭朝柏 邓绪宽 陈小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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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恒芝 程前山 季学来 孔令海 陶登裕 赵福来 唐玉林 李银和 陶绍发
李世珍 吴道满 李良兴 花良发 马晓俭 王早喜 邵金水 陕德成 孙恒源
杨克志 万日章 李应全 汪从闩 李仁怀 惠传早 古秀成 张开发 蔡小五
丁祖喜 宦纪明 于承钦 周井川 刘善说 张志清 柏来水 戴恒宝 陈宗树
丁似江 邱善贵 蒋继舟 王世金 焦孝春 肖吕荣 秦家满 戴庆乐 杨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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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兴美 卞承荒 丁纯友 汪玉高 张文胜 余经堂 张兴知 李业才 陶良琪
李相林 高定兴 芮宗木 张支本 何俊长 赵少仪 业显玉 汪予高 潘克斌

芜湖市抗美援朝牺牲烈士英名录

□记者 谢芸

滚滚长江东逝水。东西走向的
长江，在芜湖拐了个弯，便有了“十
里江湾”。从昔日脏乱差的修造船
点，到水清岸绿景美的城市名片，十
里江湾的华丽转身，可谓是我市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打造水清岸
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的
点睛之笔。

狠抓整改根治顽疾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芜湖长
江箱子拐段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加之
紧邻市区、方便物资补给，逐步形成了
船舶修造、停泊、交易的岸线区域。船
舶中介、运输由此繁荣一时，但长期以
来，这里物料、垃圾堆放、岸边毁绿种
菜等乱象丛生，成了环境整治的“顽
疾”。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 开 发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2017 年 5

月，我市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整治工
作，按照“为国护江、为民治江、为
城建江，还江于民、还岸于民、还景
于 民 ”的 思 路 ，花 大 力 气 、下 狠 功
夫，对十里江湾及上下游两百多个
非法码头、修造船厂、非法砂点进
行拆除清场，清理垃圾 1800 余吨，
拖离拆解船只 120 多条，释放长江
干流岸线近 30 公里，腾出滩涂陆域
面积 6000 亩。

芜湖将澛港大桥、临江桥、滨江公
园等地串点成线，打造出全长10.4公
里的“十里江湾”生态景观带。昔日脏
乱差的箱子拐，如今成了人人都爱去
的高颜值生态公园。

环境擦亮城市名片

今年国庆期间，芜湖十里江湾灯
光秀亮相央视。华灯初上、夜色阑珊，
听江水拍岸、看高楼林立，中江塔、老
海关、大剧院……行走在十里江湾公
园，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代气息，
这里是芜湖人心中的“外滩”。

十里江湾公园北起青弋江，南至
澛港大桥，东靠长江大堤，总面积约
2.52平方千米。公园二期以恢复自然
生态江滩为主，将防洪与景观、环保与
排水深度衔接，在保留原有大堤绿化
基础上，因地制宜建设观景绿道，打造
江堤生态活动区、滨江滩涂风貌区、林
间湿地风貌区三大生态分区，通过连
接滨江公园一期、龙窝湖湿地公园，激
活芜湖城市沿江公园游憩带，造福江
城百姓。

据统计，十里江湾公园平均日游
客量有 3 万余人，人们在此休闲、健
身、观光。这里，已经成为“欢乐芜湖”
的一张亮丽城市名片。

生态修复久久为功

近年来，我市将十里江湾生态修
复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
务，加快生态复绿、补绿、增绿，做到长

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应绿尽绿。据市
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里江湾公
园项目规划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环保标
准进行设计，结合“城市修补、生态修
复”理念，旨在建设一个自然生长的绿
地、一个恢复自然生态江滩风貌的示
范林地、一个展现芜湖长江文化的生
态长廊。

“十里江湾在一级水源保护区内，
沿取水口 1.1 公里范围采取全封闭
措施，以避免人为活动对水源水质
的污染。”芜湖市园林管理处主任余
丹表示，要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强化
堤外区域生态修复，加大对水源保
护知识的宣教力度，营造保护长江
的良好氛围。属地政府也将持续加
大监管力度，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全
面做好园区环境卫生、治安保障、商
贩管理等工作，稳扎稳打走好绿色
发展之路。

“十里江湾”的生态蝶变 造福人民为城市添彩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省第三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问题的整改工
作，全面完成整改任务，弋江区强化督
查，弋江区农水局落实责任，加快推动
问题整改。

10月16日，督察组查看了弋江区
内河雨污混排在线监测工程小荆山排
灌站站点，听取了监测工程的工作汇
报；现场调取了历史监测数据，发现其
在线监测设备数据存在问题。

弋江区农水局主要领导立即约谈
在线监测工程施工运维项目负责人，

要求其限期完成整改，在72小时内对
在线监测设备进行检修，确保设备正
常稳定运行，数据真实有效；同时指出
施工运维单位需从“明确问题”“解决
问题”和“预防问题”三个方面出发，有
效完成整改，并举一反三，认真完成今
后运维工作。

10月20日上午，小荆山排灌站水
质在线监测设备完成整改，设备正常
运行。弋江区将紧盯整改成效，建立
长效机制，长期坚持，充分运用整改成
果，推动工作落实。 徐强

边督边改芜湖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承孝安）为做强“芜
湖大米”品牌，加快推进我市粮食产业
高质量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市农技中
心近日组织有关专家对全市 22 个核
心示范基地进行了现场验收。

据介绍，此次年终验收的主要内
容有：是否为稻渔综合种养、栽培模式
是什么、有无倒伏情况、农田有无投入
废弃物、整体长势如何、收割时间等。

验收组每到一处基地，都仔细查看
水稻情况，逐项进行打分。验收结果将
作为各基地年终考核总成绩的一部分，
最终将根据多项综合测评对各个基地进
行排名。“通过此次验收工作，可以让我
们更好地了解到每个基地存在的问题，
有利于下一步更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推
进‘芜湖大米’农产品地标保护项目工程
的实施。”市农技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芜湖大米芜湖大米””核心示范基地接受验收核心示范基地接受验收

本报讯（记者 王俊）近日，万春小
学举行“保护青山绿水，亲子投放鱼
苗”环保公益活动，数百名孩子在家长
的陪同下，向学校附近的芝麻沟投放
鱼苗。

芝麻沟全长2.2公里，是经开区万
春街道的一条内沟，河道两边是学校
和住宅区，又臭又黑的河流曾让附近
的居民苦不堪言。自2018年8月份以

来，河流治理方芜湖润德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
施，加大对芝麻沟的整治，大力改善了
河流水环境质量，曾经的黑臭水体变
成了如今的水清岸绿。

当天上午，工作人员将鱼苗分装
入桶，家长与孩子一起，将鱼苗投放芝
麻沟。此次活动共投放草鱼、鳙鱼、鲢
鱼、鲮鱼等1万余尾鱼苗。

近年来，白茆镇依托现代农业示范区，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并围绕产业打造特
色乡村旅游线路，使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图为白茆镇套北村以稻田为

“画布”，通过使用不同颜色的水稻“着色”，“种”出生动有趣的主题图案和字样，成
为乡村休闲旅游的新卖点，吸引旅客前往拍摄。 记者 陈洁 摄

彩稻作画彩稻作画 扮靓乡村扮靓乡村

鸠江区水毁工程修复加快推进鸠江区水毁工程修复加快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