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芜湖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
局长童宗新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芜湖市2021年财政决算的报告》
和市审计局局长江澜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芜湖市2021年度市级
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
2021年市级财政决算（草案）和财政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决定批准2021年
市级财政决算。

（2022年7月7日芜湖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芜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2021年市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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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昌区：百亿资金为企业“输血”

免去：
马贞茂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芜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2022年7月7日芜湖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免去：
胡玉洁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傅少农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芜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2022年7月7日芜湖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任命：
吴昌林为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免去：
丁桂华的安徽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人大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芜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22年7月7日芜湖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芜湖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听取了市人民政
府所作的《关于芜湖市2022年市级地方政府债券收支及预算调整方案的报
告》，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2022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

根据《预算法》相关规定，决定批准调整2022年市级预算，调整后，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总计249.6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249.6亿元，收支保持
平衡。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289.7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289.7
亿元，收支保持平衡。

芜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2022年芜湖市市级预算调整的决议
（2022年7月7日芜湖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记者 陈旻 通讯员 全冰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
实体经济的血脉。今年以来，繁昌区
主动作为、靠前发力，及时推出并有
序实施支持市场主体纾困稳增长的
系列政策举措，着力提升融资服务质
效。

年初以来，繁昌全力实施融资畅
通工程，引导金融机构全力以赴加大
有效信贷投入。该区出台关于做好
金融支持“亩均论英雄”改革工作的
通知。根据这个通知要求，区内各金
融机构结合全区产业特点，积极研发
更多的“亩均英雄贷”金融创新产品，
加大制造业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
投放力度，将更多信贷资源向先进制
造业企业配置，支持企业转型金融之

需。目前，农发行繁昌支行、徽商银
行繁昌支行向 32 家重点企业面对面
推介“亩均英雄贷”相关产品，并与区
建投公司、美佳新材料、诚拓汽部等
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在拓宽企业“融资路”的同时，繁
昌通过专项行动持续做好降费减负
工作。贷款贴息、保费减免、房租减
免、入库奖励……该区出台了一揽子
惠企助企政策。

“中小微企业实际新增贷款财政
贴息（第十批）情况正在公示，安徽今
腾昇空间结构技术有限公司、繁昌环
宇运输有限公司、安徽甄养包装有限
公司、安徽蓝蜻蜓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榜上有名。”繁昌区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日前表示，这4家企业拟贴息金
额总计30285元。

“对 2022 年新增担保项目（额
度），担 保 费 率 降 至 0.5%（期 限 一
年）。对存量担保项目正常续贷的，
在保企业在办理存量担保项目手续
时，按2022年度应缴担保费缴纳总额
的20%减免，即办即退。”金繁担保公
司表示，对存量担保项目2022年已续
贷且已缴纳担保费的企业，按已缴纳
担保费总额的 20%减免，并在今年 5
月底完成退还保费工作。

“积极落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7
大行业失业保险费返还补贴和企业
稳岗补助政策，共受理40余家企业申
报，预计发放补贴50余万元。广泛宣
传省人社厅《关于定向阶段性实施缓
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告》，主动摸排筛选符合申请
缓缴条件的参保企业 309 家，并实行

点对点服务，解读政策规定和申报流
程，积极协助企业申报缓缴养老保险
费。截至目前，已为区内4家交通运
输行业企业办理职工养老保险费缓
缴，涉及参保职工210人，累计缓缴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费34.57万元。”繁昌
区人社局日前表示。

该区还规定，注册登记在繁昌区
区域内并于 2022 年新增入库的资质
以上建筑业企业，一次性奖励人民币
30000元。对2022年新增规上服务业
企业，在原有政策基础上再给予3万
元一次性奖励。对 2022 年新增纳入
战新企业名录的，在原有政策基础上
再给予2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规上其
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 2022 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超 600 万元且增幅超 30%
的，给予2万元一次性奖励。

□记者 王世宁

在常人眼中，长年累月看守林场
艰苦寂寞，但是在他心中，与山水林
木相伴，有着别样诗意。位于南陵县
烟墩镇霭里村的小格里林场，素有

“安徽香格里拉”之称。为保护这里
近4000亩天然次生林，林场场长陈义
平已默默守护了19个春秋。

小格里林场是镇办企业，早年是
镇政府一大财政来源。本世纪初，伐
木创收的日子成为历史，林场日常运
营陷入危机。困难时期，组织上找到
了陈义平，希望他担任小格里林场场
长。他犹豫过，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进
山。千斤重担在肩，有人劝陈义平在
任期内应付了事即可。他却坚定表

态：“组织上派我来，就是要我保护好
这片山林，就是要让小格里重现青山
绿水。”

上任之初，陈义平通过与职工谈
心、走访群众、调研市场等途径，了解
到林场地理条件优越，生态基础好，
又毗邻九华山风景区，具备发展生
态旅游的优质条件。陈义平很快理
清了思路：虽然培育生态旅游目的
地的时间长，但只要有“功成不必在
我”的良好心态持之以恒做下去，一
定能做好。为此，他向组织申请让
有限资金全部用于自身发展，同时
要抢抓国家重视生态建设机遇，盘
活林场。在陈义平的带领下，林场
职工攻克困难，将小格里林场 3627
亩山场申报界定为国家公益林，林

场逐渐恢复了元气。
陈义平认识到，要想真正摆脱困

境，更需要自力更 生 、艰 苦 奋 斗 。
2004年底小格里森林公园刚成立，旅
游景点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陈
义平带领职工买来水泥、石材等原
料，自己动手浇筑石椅、石桌，找来旧
木板拼制、书写防火标牌、景区标
识。同时利用山上的毛竹原料，设计
钉制成一个个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
生态型垃圾屋。平时场内除大型维
修外，一般诸如电路维修、房屋补漏、
道路维护、日常保洁等，都是他带领
职工自己干，每年能为林场节省资金
近3万元。

陈义平视小格里林场一草一木
为珍宝。只要知道当地喜爱树桩盆

景的人从小格里山场“挖宝”，他都坚
持上门追回，批评教育请其保证“没
有第二次了”；面对偷捕猎者他寸步
不让巡山搜查，宣传《野生动物保护
法》并采取相应措施。更多时候，陈
义平以场为家。每年除夕、清明、冬
至，都是防火关键时期，林场人必须
坚守岗位。2008年春节前，暴雪封住
山门，内外交通阻断，陈义平独自坚
守直到正月初七。2009年1月，他因
胃出血住进医院，临近年关，还未完
全康复的他还是坚持提前出院。同
事们都知道，“在他心里，这片森林，
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19 年来，大山变了，变得更苍翠
了；林子变了，变得更挺拔了；声音变
了，斧锯声消失了，兽吼鸟鸣喧闹起
来了。但一直没变的是陈义平和林
场职工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绿色的
真情。陈义平先后获得“中国好人”

“全国优秀护林员”“安徽省林业系统
先进工作者”“安徽省最美生态护林
员”等荣誉称号。

陈义平：真情浇注满目翠

□记者 翟婉倩

自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开展以来，市商务局紧紧围绕行动计
划，全力推进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一手保供应，一手抓安全，积极推动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确保我市商贸流
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提高思想认识 强化责任担当

“安全工作是‘易碎品’，必须守
牢底线、常抓不懈。”相关负责人介
绍，市商务局及时谋划研判，通过总
结前期工作情况，探讨安全生产的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等，研判我市商贸
流通领域安全生产态势，进一步明确
了责任分工、对象标准、时间进度和
任务要求。

在安全检查方面，市商务局积极
建立商贸流通行业多部门联合检查

机制，通过加强与消防、住建、市监、
文旅等部门的配合，将安全生产工作
与日常业务工作结合起来，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商贸流通行业
安全生产专委会把安全风险管控、隐
患排查治理作为工作重点，积极做好
大型商场（超市）、餐饮、农贸市场、加
油站等重点领域的联合检查工作。
今年以来，市商务局局领导带队，联
合市市监局、市住建局、市文旅局、市
消防救援支队组成5个督查组，出动
检查人员 50 人次对全市商贸流通行
业内的商业综合体、大型超市、加油
站、农贸市场、酒店（宾馆）等场所进
行了 10 次安全生产督查检查，检查
220户次，发现问题50处，均已经现场
整改完毕。

坚持跟踪问效 狠抓整改落实

针对安全生产督查检查结果，各

检查组将检查结果梳理后反馈至专
委会办公室。专委会办公室对检查
出的问题和隐患进行通报，并对重
大事故隐患实行挂牌督办，要求各
县区落实属地监管责任，督促企业
进行整改，确保安全隐患全部整改
到位。此外，专委会定期组织开展
安全生产检查“回头看”，对整改落
实情况进行再次督查，形成安全生
产督查闭环管理。

今年 4 月 14 日，根据全市消防
工作会议暨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
部署会要求，市商务局制订了商务
系统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工
作方案，集中排查整治商贸流通行
业的消防安全隐患。今年5月，市商
务局聚焦“四无”自建房屋（无正式

审批、无资质设计、无资质施工、无
竣工验收），对酒店（宾馆）和超市等
自建房屋进行摸底排查，抓紧抓实
商贸行业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同时，对《芜湖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挂牌督办整改 20 处重大火
灾隐患的通知》中镜湖区润生超市
莲塘新村店等4家商贸流通企业，进
行了实地走访，面对面了解督办整
改情况。

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市商
务局通过参加由市应急管理局主办
的第21个安全生产月“遵守安全生产
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主题宣传咨询
日活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活动等，全力做好商贸流通领域安全
生产宣传工作。

商贸流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近年来，繁昌区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实现治水护水全覆盖，绘
出了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
态画卷。图为峨溪河两岸优美的生
态环境。

记者 杨大伟 通讯员 杨华 摄

水清岸绿景美

本报讯 近日，“迎接党的二十大
‘举旗帜·送理论’强国复兴有我”专题
宣讲走进湾沚区红杨镇西河社区。市
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市委
讲师团领导干部宣讲团成员谢迎春作
专题宣讲。

宣讲中，谢迎春作了《鸠兹有灵气

城市可阅读》的报告，从鸠兹有灵气、江
城有底气、芜湖有朝气，阅读城市、赓续
文脉、建设人民城市等方面宣讲了芜湖
的历史故事、城市发展的脉络、芜湖目
前的发展情况及未来展望等主要内
容。宣讲报告旗帜鲜明、主题突出、思
想深刻，对社区党员群众延续城市历史

文脉，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和党史
学习教育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中国好
人、西河社区党委书记徐金华说：“作为
社区的一名党员干部，学习芜湖故事不
仅了解了家乡的发展历史，还大大激发
了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怀，今后要
做到党有号召，我有行动。” 吴讲轩

“举旗帜·送理论”专题宣讲走进西河社区

本报讯（记者 王世宁）日前，在
团弋江区委指导支持下，皖南医学院
临床医学院“繁星”志愿服务队走进
弋江区中南街道滨江社区，联动中南
街道社工站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志愿服务600
余人次。

“繁星”志愿服务队为我市 2022
年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校级重
点团队，由3个年级共36名志愿者组
成。活动中，大学生志愿者从手部卫
生健康着手，带领社区居民学习“七
步洗手法”和“手部健康操”。同时发
挥专业特长，为居民量血压、测血糖，
讲解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常见病
因、典型症状、治疗方法及日常注意
事项。志愿者还制作了关于社区中
老年居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问卷、科
普宣传册，开设夏季健康养生小课
堂，倡导健康生活理念。

大学生志愿服务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赵丹丹 王俊 实习
生 杨颖）7月4日，鸠江区政府与安徽
师范大学教育集团签订集团化合作办
学协议，双方携手创办的芜湖市崇文
学校预计于今年秋季学期正式启用。

芜湖市崇文学校坐落在弋江路以
西、钱桥路以南，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校园占地面积56400平方米，建筑
面积26000平方米，设计规模为54个
教学班，其中，中学18个教学班，小学
36个教学班，预计可容纳2520名学生。

近年来，随着城东热土持续升

温，大批新“芜湖人”不断涌入，群众
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盼与日俱增。
2021 年，鸠江区与安师大教育集团、
芜湖一中教育集团和安师大附外教
育集团携手合作，顺利开办鸠兹、皖
江和大阳垾三所小学；2022年9月，鸠
兹中学、崇文学校将如期开办。大批
新校地开办，有效缓解了城东区域

“上学难”“上好学难”的瓶颈问题。
同时，二坝大龙湾片区的西湾花园地
块配套学校已启动建设，江北新区教
育驶入快车道。

鸠江区与安师大教育集团携手创办崇文学校

本报讯（记者 王世宁）镜湖区日
前举行“暖民心 促就业 稳经济”线上
主题直播招聘会。

招聘会以“真诚服务 就在镜湖”
为主题，聚焦退捕渔民、返乡农民工、
退役士兵、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
群五大群体求职难问题。借助直播，
招聘会将企业招聘岗位“搬”到网上，

突破地域局限，架起实时线上交流平
台。来自溜溜果园、伟星物业、苏宁
易购、海螺国际大酒店等21家企业共
提 供 岗 位 近 400 个 。 通 过 直 播 带

“岗”，主播向求职者介绍了企业概
况、招聘岗位、任职要求、工资待遇等
常规信息，在线回答咨询，直播浏览
量超2万人，收到求职者简历120份。

镜湖区举办线上招聘会

本报讯 近日，在南陵县家发镇街
道上，垃圾分类电瓶车走街串巷，车
内的流动小喇叭持续播出垃圾分类
宣传语：“垃圾分类一小步，文明城市
一大步。请您将生活垃圾正确分类
后投入收运车内。”

今年南陵县通过试点示范、推广
带动的方式决定在家发镇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家发镇迅速响

应，在垃圾分类车到来之前组织志愿
者开展多次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增强
了居民群众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
解。作为南陵县第一个小城镇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试点，垃圾分类车的到
来引起村民们围观称赞：“这样我们
进行垃圾分类就更方便了，大家的垃
圾分类意识也会增强。”

刘松

小镇有了垃圾分类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