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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汪潜 文 梅韬 摄）
为进一步鼓励干部干事创业，激发
全镇上下积极参与征收工作，7月18
日，二坝镇征收工作“揭榜挂帅”仪
式暨推进大会召开，江北集中区管
委会、鸠江区江北新区建设指挥部
相关负责同志，镇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镇部分机关干部，各村（居）负责
同志等参加。

会议指出，征收工作“揭榜挂帅”
仪式暨推进大会是贯彻落实省市区
委关于加快江北新区建设的决策部
署，市领导调研鸠江区征收工作座谈
会讲话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全镇
上下要以此会议为契机，振奋精神、
鼓足干劲，以“揭榜挂帅、提前完成争
取天时，脚踏实地、风雨奔波积累地
利，领导带头、精诚团结铸就仁和”，
坚持一个目标不动摇，一项政策不走
样，一心为民不懈怠，全力以赴推动
征收工作快起步、快推进、快完成。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树牢“征收
为零、一切为零”的思想认识，一抓

到底、高位推动；一通百通，统一思
想；一日一会、解决问题；一招不让，
全力担当，坚定打赢征地拆迁攻坚
战的信心与决心。要严明工作纪
律，规范操作、阳光征收，在执行政
策的过程中，充分尊重群众的合理
化、个性化要求，以群众满意赢得群

众支持，以群众支持助推征收工
作。要积极调动广大干部的工作积
极性，促使干部主动作为、主动担
当，坚决做到各项目“一天不清零，
一天不收兵”。全面营造“风生水起
大龙湾、干事创业大江北”的创业氛
围，为实现“省域副中心、江北炼真

金；增长第二级、江北出大力”的发
展目标贡献二坝力量。

潮涌大龙湾，奋斗正当时。会
议宣读了《关于印发〈二坝镇重点征
收项目“揭榜挂帅”制度实施方案〉
的通知》、二坝镇第一批“揭榜挂帅”
征收项目，揭榜代表上台发言。

二坝镇征收工作“揭榜挂帅”仪式暨推进大会召开

眼下，湾沚区再生稻头茬陆续进
入灌浆期。湾沚区六郎镇戴二保家庭
农场负责人戴二保正戴着草帽、穿着
防晒服查看稻田的水层情况，“现在是
灌浆的关键期，又一直是高温天气，田
里要建好水层，保证土壤处在合适的
湿度，才能减少高温对稻子的危害，同
时让稻子在高温下充分灌浆。”

戴二保从事水稻种植已经有10来
个年头，一开始几乎“农盲”的他，凭借
着爱钻研、爱思考的劲头，跟着政策
走、随着规律跑，通过改变耕种方式、
提升耕种环境，不仅成为了种粮大户，
也成为了水稻种植的“行家里手”。

变小田为大田方便机械化种植
和收割，减少用工成本；修建环田水
泥路方便农资和粮食运输；建设提水
泵站、修建水泥 U 型渠方便田间灌
溉；田间用上生物设备杀虫利于水稻
生长……凡是跟水稻生长生产相关
的各个环节，他都要想法设法寻找

“最优解”。
今年他又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开

启了新的耕作尝试——再生稻种植。
“听了农技专家的介绍，向其他

大户打听了，也出去考察了，回来跟
单季稻一比较，再生稻不仅亩均能增
产四五百斤，而且栽一季就能收两
季，大大减少了成本的投入。”经过深
思熟虑，戴二保一下子种下了800亩。

再生稻具有一种两收，绿色高效

的优势。从3月初栽种，到8月上旬亩
均可收获六七百公斤稻子。收割时
保留20-25公分稻桩，随后在田间保
持浅水浸泡，经过肥水调控，让腋芽
萌发成苗、抽穗，到11月上旬亩均可

收获稻子二百六七十公斤。不仅如
此，在再生季稻田施肥量少，几乎无
需病虫害防控，生长出来的稻米品质
优、口感好，市场销售走俏。

“你看看这稻穗，长得多好，刚开

始灌浆就颗颗饱满，今年准保能有个
好收成。”戴二保顺手捧起一把稻穗
夸耀到。在他的精心呵护下，一株株
稻 子 正 在 田 里 茁 壮 成 长 ，期 盼 丰
收。 陆朗

稻花香 盼丰收收

□记者 赵云涛

走进军滩社区汪德新老人的家，
你会见到这样一幅奇特的场景：房间
被布置得像一间病房，两张病床相隔
而放，中间是嵌入便盆的躺椅，汪德
新的老伴在病床上不停呻吟。汪德
新说，老伴患有精神疾病，这样的叫
唤声夜里也不间断，只有自己才能从
那些听起来杂乱无章的声音中辨别
出老伴的意思，也只有自己躺在身边
时，老伴的病痛才会减轻一些。这样
的生活，他已经过了几十年。

今年 74 岁的汪德新夫妻俩原本
拥有着平淡而又幸福的生活。1973
年，汪德新和老伴经人介绍相识，当
时来自小康之家的妻子丝毫没有嫌
弃家境贫寒的汪德新，从南京嫁到了
芜湖。虽然日子清贫，但是在夫妻俩
的辛勤操持下一天天好转，女儿的诞
生更是给这个小家带来了巨大的欢

乐。但在1975年，平静幸福的生活被
一场意外打破。

那一年，汪德新的妻子历经千辛
万苦生下的儿子夭折了，这件事给了
她巨大的精神打击，从此她就得上了
严重的抑郁症，并且逐渐丧失了劳动
能力，只能依靠拐杖行走。妻子的倒
下让汪德新成为了这个家唯一的支
柱，从那以后，汪德新开始了一场孤
独的长跑。

每天清晨 4 点，汪德新雷打不动
地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妻子擦脸
翻身，收拾妥当之后，他就煮上早饭，
照顾女儿起床上学。80年代后，村办
企业刚刚兴起，忠厚老实、广受村民信
任的汪德新成为村里一家砖窑厂的负
责人。那时的汪德新白天带领大家钻
研技术抓生产，利用一切时间间隙回
到家中煮饭烧锅照顾老伴，有时匆匆
回家看一眼，只为确保精神失常的妻
子一切平安。为了让妻子的身体机能

不至于丧失太快，汪德新找来砖块垫
在妻子肩头，瓶子放在妻子脚底滚动，
用简易的“土办法”帮助妻子进行康复
治疗，一坚持就是10多年。

当时，有人劝说汪德新离婚再
娶，但他一概拒绝。妻子放弃优渥的
条件以身相许，如今他又怎能忍心在
妻子最困难的时候放弃？“你在一天，
我陪一天！”这句平凡的承诺是这位
朴实的农村汉子执着一生的深情表
白。尽管有汪德新悉心的照料和陪
伴，老伴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千禧
年前夕，经历两次重大手术的老伴彻
底瘫痪，汪德新从此更是昼夜相伴、
尽量寸步不离。

近年来，随着女儿长大成家，有
了帮衬的汪德新终于不再孤木难支。
退休以后，汪德新担任起了社区的监
督委员会主任，主动帮助社区调解村
里的矛盾纠纷。由于为人正直、作风
正派，只要汪德新一到，三言两语就能

让矛盾双方从剑拔弩张到心平气和。
特别是遇到年轻夫妻闹矛盾，汪德新
更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活感悟言
传身教，让未经生活困苦、一言不合就
闹别扭的年轻人汗颜。

在女儿汪金花的记忆里，打记事
起母亲就一直是卧床的状态，精神状
态也不好，父亲总是任劳任怨，用一
种自己听不懂的呢喃声跟母亲沟通，
安抚她的情绪。父亲从来不会说什
么豪言壮语或者浪漫的话，对母亲不
离不弃的照料陪伴是那样的天经地
义，不知不觉间她就见证了父母跨越
了近半个世纪的浪漫。

“你在一天，我陪一天！”

□记者 陈旻

就业是经济发展之本、社会稳定
之基。南陵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战略机
遇，以突出稳就业促发展为主线，以
培育“一首四新”产业工人队伍为目
标，以创新“筑梦春谷”引领人才优先
发展为抓手，统筹推进就业创业更加
充分更高质量发展。

南陵先后出台“筑梦春谷”人才
政策和稳就业促发展就业奖补政策，
以落实一次性返乡就业补贴、招工引
才补贴、安家补助、人才提升生活补
助为导向，以建立健全人才子女入
学、医疗、养老、托幼绿色通道为抓
手，创新“政企融合型”和柔性人才引
进，广招大学生等各类人才来陵就业
创业，稳妥安置因疫失业人员、就业
困难人员就近就业。今年以来全县
新增城镇就业 7583 人，新增大学生
3200 人，综合配套各项人才、就业资
金6223万元，累计开发企业就业岗位
7000余个、各类政策性岗位3652个。

建设就业“陵”距离一体化服务
平台，依托城镇社区打造“三公里”就
业圈，帮扶社区就业困难人员、失业
人员以及其他有就业意愿的求职者
实现“家门口”就业，全力提升就业创

业“一站式”服务水平，用心用情筑牢
“暖心人社”服务品牌。同时，为助力
乡村振兴壮大村集体经济，创新发挥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劳务经济
党建引领作用，对村集体每推荐1人
到企业就业的给予最高 5000 元的奖
补，通过政府出台政策、镇村干部鼓
励动员、南陵驻外商会联动，促进更
多的南陵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
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今年
以来，全县共推荐1800余人到该县开
发区重点企业稳定就业，有力推动了
县域三次产业快速发展。

该县围绕“一首四新”产业，大力
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常态化举
办“天工杯”职业技能大赛，着力加
快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推动
技能强县和产才融合促创新。今年
以来，全县累计开展财政性职业技
能培训 2083 人次，其中开展农民工
培训 1764 人次。积极释放创业带动
就业“倍增效应”，新增创业担保贷
款 1.06 亿元，创建国家级备案众创
空间一家。创新“培训+民宿”模式，
积极推进暖民心“新徽菜·名徽厨”
行动，推动乡村美食、民宿旅游业提
质升级，让广大群众真正在产业发
展中得实惠，在就业创业中拓宽渠
道。

本报讯 近日，“‘举旗帜·送理论’
强国复兴有我”专题宣讲报告会在镜
湖区方村街道举行。市委史志室宣
教科副科长、市委讲师团青年宣讲团
成员冯晓鹏作专题宣讲报告。

宣讲中冯晓鹏从“新民主主义革
命在芜湖兴起的背景”“中国共产党
在芜湖的早期革命活动”“大革命的
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在芜湖斗争的新
进展”“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芜湖人
民的革命斗争”“党领导芜湖人民在
解放战争中的继续斗争”“党在芜湖

革命史中的宝贵经验和启示”等六个
方面紧紧围绕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
史人物，用详实史料讲述了中国共产
党在芜湖的成立及发展历程，从历史
和现实的结合上宣讲了什么是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等重大理论问
题。宣讲主题突出、思想深邃，对党
领导芜湖人民的二十八年浴血奋战
过程既有梳理概括，又有深入浅出的
体会，对我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好

“一线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吴讲轩

本报讯（记者 王俊 王牧）7月17
日，芜湖市第三届青少年机器人竞
赛——TAI智能车挑战赛在弋江区举
行。来自全市18所中小学的76名选
手在位于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安体实
验学校的赛场上现场比拼。

本次竞赛分阶段、分类别、分场
次举行。其中，TAI智能车挑战赛作
为教育类机器人竞赛项目首次纳入
赛事，将带领选手们体验人工智能应

用特色，激发学生科技探索兴趣，培
养创新创意能力 。

近年来，弋江区以科普资源助
推“双减”，通过举办编程比赛、校园
科技节、科创作品展评、机器人创新
实践活动等，尤其是在编程和机器
人创新实践活动中有效培养学生的
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据统计，三年
来，该区获相关国家级奖项达 60 次
以上。

我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TAI智能车挑战赛在弋江区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陈旻）根据省市区
各级政府出台的疫情房租减免政策
要求，鸠江宜居公司在准确掌握政策
的前提下，通过全面摸排、加大宣传、
公开公示等形式，确保助企纾困政策

落细落实，有效帮助企业攻坚克难。
鸠江宜居公司在芜湖国家广告

产业园门户网站和一楼大厅电子显
示屏公布相关减免政策、向经营性资
产的承租户送达《致全体承租户的一

封信》、建立微信群，将所有承租户纳
入其中，做到应知尽知，并积极为企
业（个人）提供咨询服务。对未提交
疫情减免审批表的承租户进行电话
联系，确保应免尽免、不漏一户。

该公司本着特事特办、随到随
办的原则，加快审批流程，通过公司
办公会决议的形式，对减免企业（个
人）情况进行逐一梳理，避免出现

“错减、漏减”，做到准确无误差。截
至目前，共进行了六批次减免，合计
减免企业（个人）146 户，减免金额
607.41 万元，6 月 30 日前全部减免资
金落实到位。

本报讯（记者 赵丹丹）日前记者
在鸠江区农村公路建设现场看到，现
场一派繁忙景象，摊铺机、压路机各
种机器发出轰鸣声，工人们忙于施工
浇筑，掀起了大干60天全面完成联网
路和较大自然村通硬化路的施工热
潮。

今年，鸠江区共实施自然村通硬
化路10 条总计7.084 公里、联网路23
条 15.456 公里，涉及江北四个镇 26
村 36 个自然村，受益居民达 800 余
户。

为保证项目按时开工建设，鸠
江区交通运输局提前进行图纸设

计，提前开展招投标工作，于今年 5
月组织施工单位进场施工。在施
工环节，狠抓施工质量、进度和安
全，通过区、镇、村、监理四方监管
模式，确保工程质量达标、进度按
时 、安 全 有 序 。 同 时 近 日 气 温 较
高，为确保安全生产，鸠江区交通

运输局要求施工时间避开高温时
段，同时保证工作人员防暑降温保
障措施到位。

乡村要振兴，交通须先行。鸠
江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将不断完善农村路网建设，全面提
升江北农村公路通达水平，串联江
北农村资源节点、旅游节点、产业
节点，打通江北农村对外通道“堵
点”，为当地村民编织打造一张“振
兴路网”。

助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

为江北村民打造“振兴路网”

本报讯（记者 汪潜）近日，镜湖区
市场监管局成功调解一起商标侵权
纠纷，并依据市市场监管局、经开区
人民法院《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
解与司法确认衔接工作机制的意
见》，经开区人民法院对双方当事人
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
这是我市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实
现司法确认的首个案例。

据悉，2022年7月，某家具公司认
为某商贸公司在成交商品中存在侵
犯其商标权的行为，为此双方产生纠
纷，后该商贸公司向镜湖区市场监管
局进行投诉，请求维护其合法权益。
经镜湖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行政调解，
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订了调解
协议。协议达成后，双方当事人通过
线上申请司法确认，经开区人民法院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对上述调解
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赋予了调解协
议强制执行力。

据了解，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
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重要组成部
分，“行政调解+司法确认”的工作实
践，也是进一步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改
革的有效举措之一，有利于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相关业内人士表示，
此举既有效发挥行政机关在处理专
利行政执法的效率优势，快捷且准确
地查明侵权事实，为案件有效解决提
供事实与证据，又有利于提升专利侵
权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促使双方当
事人就争议内容达成合意签订调解
协议，确保经确认的调解协议获得强
制执行力，有力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我市首例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完成司法确认

□记者 乐培意张子豪

“电动车出行要戴上安全头盔，
不要挂在车子上。”记者在九华中路
巨龙城市花园十字路口看到，正在路
面执勤的镜湖交警一大队民警施胜
国和辅警翟羽佳，对过往车辆及路口
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非机动车辆
进行引导和劝阻。“我们从早上七点
一刻到岗，准备早高峰执勤，一直到
晚高峰六点班结束，还要开展‘三不
乱文明行’整治。”

九华中路是我市文明示范道路，
属地民警要常态化做好机动车乱停
放、行人、非机动车和摩托车（含三轮
摩托、燃油助力车）乱穿行等文明交
通重点违法行为的有效管理。翟羽
佳所在的岗亭有七位民警辅警，站交
通岗、开展交通文明整治、日常巡逻

是他们每天的主要工作内容。忙完
了这些，翟羽佳和同事回到岗亭休
息。“今年的确挺热的，支队、大队也
准备好了防暑降温用品，还有很多的
市民给我们送水，提醒我们合理安排
户外工作时间，避免中暑。”

临近晚高峰，巨龙城市花园路口
的车辆多了起来，“因为长江大桥封
闭，三桥的车辆明显增多。”翟羽佳穿
戴整齐提前来到路口执勤，转身、吹
哨、打手势，滚烫的马路上，翟羽佳站
姿挺拔，用标准的手势不断地重复着
同样的动作。

面对着高温“烤”验，在保证防暑
降温措施到位的基础上，我市交警始
终坚守岗位，用汗水守护着交通安全
和畅通，是烈日下最美的身影，他们
用汗水诠释责任与担当，为城市增添
了一道美丽的风“警”线。

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警”线

图为湾图为湾沚沚区六郎镇戴二保家庭农场区六郎镇戴二保家庭农场。。 记者记者郑远郑远 摄摄

“举旗帜·送理论”专题宣讲走进方村街道

“筑梦春谷”引领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