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煤沉陷区
变身月季园

8 月 3 日，无人机拍摄生态环境修复后的九大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月
季园新貌。

近年来，我市注重生态环境的修复与改善，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取得明显
成效。 九大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月季园占地 63 亩，种植十余种月季，并设
置蔷薇廊架，环带红枫，各色花叶与月季争奇斗艳，一年可形成长达 8 个月的
观赏时段。 本报记者 陈海涛 倪 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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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民心坐标”，把群众的呼声变成掌声笑声喝彩声
本报记者 张 静 朱庆磊

幸福源自哪里？ 幸福源自民生细
节，源自百姓的身边事。

打造“三公里”就业圈，让群众家门
口充分就业；建好社区食堂，让老人在
家门口吃上“暖心饭”；增加停车泊位，
拓展停车空间， 让群众停车更便捷；实
施文明菜市行动， 让菜市场环境更整
洁、设施更完善，为群众打造幸福感满
满的“菜篮子”……随着暖民心行动的
稳步实施， 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见
效， 群众绽放出一张张满意的笑脸，映
照着大家的幸福美满新生活。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暖民心行动
是推进“为民办实事”的深化、延伸和拓
展。我市认真贯彻全省暖民心行动工作
部署推进会议精神，突出就业这个最大
民生，突出群众有感的关键小事，突出
群众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突出群众普遍
受益，结合实际、精心制定“暖民心行动
方案”， 大力实施就业促进 、“新徽菜
名徽厨”、老年助餐服务、健康口腔、安
心托幼、快乐健身、便民停车 、放心家
政、文明菜市、老有所学 10 项暖民心行

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成效、
得到实惠。

聚焦民之所盼， 办好人
民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

“您好 ，我想应聘热线客服 ，想咨
询一下这个岗位有什么要求、 待遇是
怎样……”7 月 24 日下午，淮南高新区
“就业暖民心 行动在高新”社区“三公
里”就业圈送岗促就业活动在和悦街邻
里中心广场举行，吸引大批辖区群众进
场求职。 据悉，此次招聘会共有高新区
辖区内 20 多家企业参加， 提供各类岗
位 300 余个。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我们强化就
业优先导向， 大力实施就业促进行动，
以建设‘三公里’就业圈、‘三公里’充分
就业社区为抓手，促进社区居民家门口
就业，打造淮南‘三公里’就业圈特色品
牌。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将促
进人力资源精准匹配，围绕培育“6+1”
产业，建立用工、求职“两个清单”，通过
线上线下招聘平台，建立职业院校毕业
生在淮就业机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提
供个性化用工招工服务；针对高校毕业
生，迭加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求职创

业补贴、就业见习补贴等政策，在每年
募集青年就业见习岗位 2515 个基础
上，开发 1500 个短期就业见习岗位，鼓
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来淮就业创业。针
对就业困难人员、失业人员，开发公益
性岗位 3700 个，2022 年创新开发临时
性专项岗位 2300 个， 让更多群众实现
在家门口就业的美好愿望。

孙树芬是一名下岗工人， 一度因没
有工作感到烦恼。随着家政行业的兴起，
她敏锐地捕捉到母婴护理越来越吃香。
经过淮南市佳美家政服务公司的系统培
训后，她逐步成长为一名专业级月嫂。

家政一头牵着就业， 一头牵着百
姓。 为规范家政服务市场，促进行业健
康发展，市商务局以实施放心家政行动
为抓手， 积极推进从业人员素质提升、
家政主体提升、家政信用提升、服务质
量提升四项提升行动，促进家政服务业
朝着专业化、品牌化、规模化、多元化方
向发展，着力打造满意家政、身边家政、
放心家政、省心家政。

“今年培训家政服务人员 2.5 万人
次， 大力支持家政企业开展员工制试
点， 新增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 4 家，员
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县级覆盖率达到
80%，开展家政服务企业、人员星级评

定和技能竞赛，推动家政服务职业化专
业化发展。 ”市商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告
诉记者，到 2025 年，我市将培训家政服
务人员 7.5 万人次以上，实现家政服务
实训能力应培尽培，员工制家政服务企
业延伸覆盖全市，家政品牌企业做大做
强做优， 中小家政企业做专做特做新，
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家政服务的需求。

聚焦民之所需， 做好人
民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

红烧鱼块、梅菜扣肉、炒豆角……7
月 26 日中午， 记者来到淮南高新区绿
湾社区食堂时看到，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已摆放完毕，荤素搭配适宜，菜品可谓
丰盛。

家住附近小区的老人陆续来到食
堂，有的选择打包带走，有的选择在食
堂就餐。 “社区食堂环境整洁， 明码标
价，饭菜也可口，在这里吃饭省事又省
心。 ”前来就餐的李大爷告诉记者。

小饭碗里装着大民生。 “截至 2021
年底，我市 60 周岁以上老人 65 万人，随
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空巢、独居、
留守、失能、高龄等老年人的增多，老年
人就餐问题成为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
天天关注的关键小事。 ” (下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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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文明创建事关千家万户的“舌尖幸福”。
8 月 1 日下午，全市各县区商促局负责人、建成区所有菜

市场负责人 100 余人齐聚老龙眼菜市场观摩考察， 进一步推
动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农贸市场整治提升工作，实现农贸
市场综合整改、提档升级。

老龙眼菜市场是我市规模较大、设施配套完善的标准化
市场，更是我市唯一的省级文明诚信市场。

对标先进促提升。 在田家庵区市场服务中心负责人的讲
解下， 观摩考察团成员听取了老龙眼菜市场在氛围营造、公
益广告宣传、便民服务、公平交易、环境卫生等方面采取的举
措，深入参观了自产自销区、微型消防站、鱼市区排水、公共
卫生间等设施建设。

这项活动是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菜场商超工作
组召开的淮南市 2022 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集贸、批发）市
场创建推进暨现场培训会议的“前半场”。 “后半场”进行会议
培训，市市场建设中心、田家庵区商促局对菜市场文明创建、
建设及管理经验进行了交流，国家统计局淮南调查队专项调
查科对如何提升菜市场文明创建工作进行了精彩的指导和
培训。

会上，市商务局负责同志深入剖析了当前“时间紧、任务
重、要求严、期盼高、责任明确”的菜市场文明创建形势，阐述
了菜市场文明创建和“暖民心—文明菜市行动”工作的关系，
要求大家坚定“创则必胜、创则必成”的信念，高质量完成菜
市场文明创建工作任务。

活动干货满满，又接地气，各菜市场负责人纷纷表示此
行不虚：“通过观摩，找到了市场管理、市场设施上的短板弱
项；通过培训，找准了改造提升的方法路径 ，有利于因地制
宜、取长补短、对标整改，全面提升农贸市场创建水平。 ”

全力办好菜市场这件“天大的小事”。 今年以来，我市多
次召开文明创建暨菜市场提升工作会议，安排部署 2022 年菜
市场升级改造任务：建设改造西城、砂里岗、泉山湖、北城等
14 个菜市场，取缔谢三村等 6 个骑路市场。

倒排工期加快改造。 市商务局展开了对菜市场改造升级
工作的密集调度，成立督查组开展常态化督查，定期对今年
计划改造的全市 20 个城区菜市场改造升级进展情况予以通
报，跟进服务指导。 现已完成新建 3 个，分别是北城、滨河、望
湖苑菜市场；改造 3 个，分别是黄河路、桂苑、新村菜市场；取
缔 4 个，分别是谢三村、八米路、大通、朝阳菜市场，其余列入
任务目标的菜市场正在按进度实施。

7 月 27 日，《全市农贸（集贸、批发）市场整治提升工作方
案》印发，标志着菜市场文明创建攻坚战的号角吹响。

任务惟其艰巨，方显担当作为。
7 月 30 日，市商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赴淮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田东菜市场、北

菜市市场督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要求田区市场主管部门和市场开办者要按
照“创建明白纸”的要求，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戮力同心，坚决打赢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攻坚战。

7 月 31 日，市市场建设中心负责人带队督导田家庵区、谢家集区建成区外农贸市场
文明创建工作，分别查看了曹庵镇农贸市场、史院乡农贸市场，杨公镇农贸市场、杨公镇朱
集农贸市场、孙庙农贸市场、孤堆回族乡农贸市场、永青农贸市场整治提升工作，对发现问
题及时开出“工作交办单”，要求市场经营者、管理方立即整改，做好常态化日常监管。

小市场、大民生，切实把民生实事做实做好。 今年以来市市场建设中心分组划片对
全市市辖区城区、乡镇菜市场开展市场行业文明创建工作专项督导。 上半年共出动人员
280 余人次、车辆 70 余台次，共查出各类需整改问题 700 余个，都已要求现场整改和限
期整改，并不定期对整改情况“回头看”，确保创建工作落实到位。

战高温斗酷暑 重点项目建设忙
———市中医院迁址新建项目施工现场见闻

本报记者 张昌涛

近日，市重点工程、市中医院迁址新
建项目的建设者们， 正全力推进工程地
下室结构施工和发热门诊大楼建设 ，力
促项目早日竣工。

8 月 2 日下午，记者在市中医院迁址
新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3 台塔吊左右旋
转，将成捆的模板、钢筋和钢管等材料匀
速吊起，放置于合适位置。 运送器材的车
辆往来穿梭，工人们忙碌不停。

“目前 ，地下室工地上 ，土方开挖及
垫层 、底板 、顶板施工正同步进行 ，发热
门诊大楼已建设至第二层。 ”项目负责人
李玉龙告诉记者：“现场近 300 名建设者
大多数都是淮南本地人，虽然天气炎热，
但是大家干劲十足， 都想着早点把医院
建成。 ”

记者获悉， 市中医院迁址新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 62600 平方米， 共有三个单
体，最大单体医疗综合楼建筑高度 57.25
米，地上 12 层；发热门诊共 3 层，建筑面
积 2757 平方米； 科研行政楼地上 5 层，
建筑面积 3927 平方米。 项目的地下停车
场可停车 312 辆，地上可停车 134 辆。 工
程造价 3.2 亿余元，按照三级甲等中医医
院建设标准，设置床位 501 张。

“该项目合同工期 900 天，实际开工
时间是今年 3 月 24 日，刚开工就遇到了
疫情。 ”李玉龙告诉记者，工程建设过程

中想方设法克服疫情影响，土方 4 月底开
始外运，桩基（预制管桩）6 月 1 日全部完
成，第一块底板浇筑时间是 6 月 30 日。预
计 8 月中旬发热门诊封顶，8 月底住院楼
地下结构施工完毕 ，10 月底整个地下室
封顶，今年年底主体结构全部封顶。

据介绍， 为做好夏季高温天气安全
生产工作， 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严
格落实省、市相关文件精神，开展了安全
生产专项检查，细化各监理、施工单位应
急预案，强化检查整改，切实增强安全生
产底线意识。

“针对近期的高温天气，项目部采取
了一些防暑降温措施。 ”李玉龙说：“工人
作业时间， 上午调整为五点到九点半，下
午调整为四点到八点半，高温时间段禁止
工人室外作业； 对每个进场工人进行体
检，高血压、心脏病患者严禁进场施工作
业；给每个工人发放防暑降温药品包括仁
丹、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并在现场主出
入口配置一定数量的药品，供工人随时领
取；现场还设置了茶水亭，每天配备两大
桶绿豆汤，免费供工友们饮用。 ”

在市中医院迁址新建项目施工现
场，记者看见裸土都用防尘网进行了“全
覆盖”，围墙上的智能喷淋系统也成为工
地 “标配 ”，同时还安排了洒水车和雾炮
机“巡场”，可以随时开启“降尘模式”。

据悉， 市中医院迁址新建项目建设
已制定了明确的项目目标， 即确保创成
安徽省省级文明示范工地， 确保创成省
“黄山杯”优质工程。

擦亮“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片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徐静静

“习近平总书记 6 月 27 日给太和县种粮大户徐
淙祥回信，对全国的种粮大户提出殷切希望，我的心
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一定要把‘店集贡米’这一地理标
志农产品的名片擦得更亮。 ”位于潘集区夹沟镇老庙
村的安徽仲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大广告诉
记者：“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种粮当成一
种光荣的事业，多种粮、种好粮。 ”

淮河流域四季分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
“江淮熟，天下足”的美誉。 得益于这样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与地理环境，在淮河北岸的潘集区泥河镇孕育
了声名远扬的 “店集贡米”。 2020 年 12 月，“店集贡
米”被农业农村部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8 月 2 日上午，记者冒着烈日酷暑，走进安徽仲
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采访，看到陈大广托管的 625 亩
水稻基地一望无垠，满眼碧绿，长势喜人，田间工人在
忙着除草、施肥，进行田间管理。

陈大广告诉记者， 他是淮南师范学院机电学院
的一名讲师，深入农村进行土地托管，也是开展一项

社会实践。 2021 年 5 月，他成立了安徽仲美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500 万元，当年就托管了 580 亩
土地。

“我在自己种好粮多收粮的同时，更多地想到集
体的利益，群众的收益。 由于粮价上涨，为增加群众收
入，提高群众分红比例，我每亩土地都是以 800 元的价
格进行托管，目的就是让群众最大限度地得到实惠。 ”

“我还将带领学生来此进行有关农业生产大托管
的暑期调研，让他们了解到农业生产大托管不仅实现
了农业现代化、机械化、自动化，更重要的是，土地托
管带动了一方经济发展，让他们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结
合起来。 ”

在田间指导生产的老庙村党支部书记陶荣昌说：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这给
了我们极大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特别是我们‘店集贡
米’香飘天下，备受消费者青睐，不吃菜也能吃上两大
碗米饭，每斤能卖到 8 元咧！”说到这里，他乐不可支。

村民陶继理告诉记者：“我家的 3 亩地全部一次性
交给陈老师托管，到时间就按照合同分红，我放心。 ”

今年 81 岁的村民陶茂付家里有 6 亩田地， 子孙
都外出务工，他实在无法坚持劳动，就主动找到村委
会，要求土地托管，第二天就办好了托管手续。

76 岁的村民陶可胜一次性把家里的 8 亩田地交
到村委会进行托管。 他告诉记者:“我们把土地委托给
村委会，村委会再把土地委托给安徽仲美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进行管理，农忙时节，我还能在公司里务工，每
天能挣上个 120 元，我很知足了。 ”

夹沟镇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镇实施农业生产
托管模式，坚持“十统一”，不断推进农业技术进步，促
进农业绿色发展，推动全面机械化种植，增强农业现
代化步伐，有效解决了农村土地没人种、农户“打工顾
不上种地、种地耽误挣钱”等实际问题，大大提高了土
地的生产率。

如今，“店集贡米”通过“公司+农产品地理标志+
基地”的方式，已由一村推广到全域种植。全区共有授
权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工企业 7 家、示范基地 10 个、面
积 10 万亩。 “店集贡米”生产基地已列入长三角绿色
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在市场化、品牌化、产业化的推
动下，昔日皇家贡米，今已走上百姓餐桌。

陈大广告诉记者：“公司将与高校、 科研机构合
作，抓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提升粮食品质，增加种
粮大户和村集体收入。 还将开展电商营销、直播带货
等多种营销模式，让‘店集贡米’这一国家地理标志农
产品走得更远，把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