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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

凤台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发展
本报讯（记者 常开胜） 我县立足县情，

聚焦提质，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全面提升现
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凤台建设水平。

我县将非传统煤电项目建设作为推动发展首
要工程，建立“五大发展、五个年”工作机制，
大力开展“项目建设提速年”活动，全面落实

“四督四保”推进机制，总投资 487 亿元的 64 个
省重点项目有效推进。2018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40亿元，增长8%。

招商引资是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我县出台

《凤台县招商引资扶持政策若干准则》，建立招商
引资信息收集、专班服务、全程代办、专项奖励
等“四项机制”，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
2018年，县领导外出招商24次，跟踪在谈项目40
个，总投资77.3亿元。智能制造产业园、冷链物
流园等35个项目成功签约，纤维制品、手机配件
及储能电池生产等20个项目当年开工，引进亿元
以上项目资金额70亿元、亿元以上省外项目资金
额60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624万美元，进出口总
额9300万美元，增长38.8%。

我县还发挥金融资金“撬动”作用，多元化
开展融资促发展工作。2018年，通过深化金融改
革创新，累计发放小额农户、经济合作组织信用
贷款 1.8 亿元。发放“税融通”贷款 3000 万元、
新型政银担贷款10亿元。州来观歌公司发放过桥
贷款 43.3 亿元。州来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 1.3
亿元。县产投基金授权贷款额度3550万元。“劝
耕贷”贷款余额1亿元。成功帮助10家企业在省
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

凤台积极推进“农地”

抵押贷款试点

本报讯（记者 常开胜） 我县积极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
作，截至2018年12月底，累计发放“农地”抵押贷款238笔、14557万元。“农地”抵
押贷款平均利率7.41%。

2015年12月，我县被列入全国首批232个“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
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凤台县农村承包土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凤台县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管理办
法（试行）》。与省产权交易中心合作建立凤台县产权交易中心，建立健全交易规则、
运行机制、监管机制等制度体系，并修订《凤台县金融机构考核办法》，将“农地”抵
押贷款开展情况纳入考核指标。

我县采取与专业评估公司合作模式，由银行与评估公司签订评估协议，解决评估
难。通过产权交易中心线上招拍挂等形式，解决抵押贷款处置难。建立政银担风险分
担机制，消除银行风险担忧。同时鼓励县内农行、徽行、农商行等金融机构开展不同
形式抵押贷款，推动农业经营组织发展。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注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2055家，同比增长11.7%，各经营组织流转土地26.88万亩，较试点前提高9.5个百分
点。

李朝晖来凤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记者 岳荣） 1月15日，副市长

李朝晖率市直有关单位负责人一行来我县调研脱
贫攻坚工作。县委副书记汪世福，副县长李传峰
及县有关单位负责人陪同。

汇报会上，汪世福汇报了我县迎接市际交叉
检查工作准备情况；李传峰汇报了我县脱贫攻坚
工作开展情况；与会市直部门对我县迎检工作提

出了要求。
就进一步做好市际交叉检查工作，李朝晖要

求我县高度重视、提高站位，加强领导、拉升标
杆，自我加压、精心准备，全力以赴做好各项迎
检工作；要认真开展大走访大排查活动，做到户
户到、人人清，全面对标核实，集中攻坚；要坚
持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题，做到精准识别和退

出再精准，严防出现漏评错退；落实政策要更加
精准，注重“边缘户”佐证材料收集，提升贫困
户家居环境；要把握分类考核重点，按照分类考
核要求有针对性细化迎检方案，确保脱贫攻坚工
作顺利通过检查，以优异成绩向全县人民交一份
满意答卷。

县政府党组2019年第1次会议召开
刘居胜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李娟） 1月14日，县政府党组2019年第1次会议召开。县政府
党组书记、县长刘居胜主持会议。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县政府党组副书记李群，
县政府党组成员何涛、操海群、苏国宇、金芳勇、杜库实、李传峰、朱晓弟、彭凯等
参加会议。副县长李萍列席会议。

会上，刘居胜传达了市“两会”和市政府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何涛传
达了全国、全省、全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刘居胜强调，临近春节，安全生产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意
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制定完善事故处置、应急救援预案，提高事故防范和
应急处置能力，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好，确保全县人民过一个欢乐祥和的
春节。

我县5人候选2018年第四季度“淮南好人”
本报讯（记者 常开胜） 2018年第四季度“淮南好人”评选活动从2019年1月

14日起开始，我县大兴镇银杏村残疾退伍军人武进成、龙华医院医生胡永、县税务局
职工陈艳、关店乡民和社区居民刘蔚、城关镇居民孙多姚被列为候选人。此次“淮南
好人”评选依然采用微信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确保评选的公平、公正、公
开。市民可根据事迹类型，从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
五大类22位候选人中，选择你心目中的“淮南好人”，给他（她）投票。

凤台县“风云气象”志愿服务队获评

淮南市2018年四季度优秀志愿服务典型
本报讯（本报记者） 经市志愿服务评审会评选，淮南市2018年四季度志愿服务

优秀典型揭晓，凤台县“风云气象”志愿服务队荣获组织典型。
凤台县“风云气象”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14年，现有志愿者8人。该服务队年均

组织气象科普宣传30多次，惠及3000多人次，让气象科普走进了千家万户。

县纪委监委重申“十个严禁”

春节将至，为强化正风肃纪、确保廉洁过节，县纪委监委重申“十个严
禁”:1、严禁违规公款吃喝、“酒桌办公”、接受“一桌餐”宴请；2、严禁公
款旅游或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3、严禁公款赠送节礼或接受管理
服务对象赠送的年货等土特产；4、严禁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5、严禁违
规参加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6、严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
各类支付凭证；7、严禁公车私用、私车公养；8、严禁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借
机敛财；9、严禁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10、严禁向下级
机关单位和企事业单位报销、摊派、转嫁费用。

·欢乐祥和过大年·

凤台“两团”精心排练

备战“春晚”

本报讯 （记者 耿文娟 ） 连日来，凤台县推剧
团、花鼓灯艺术团的演员们不顾天气寒冷，抓紧排练，
备战凤台猪年“春晚”，届时将为全县人民献上一份文化
盛宴。

凤台县推剧团通过挖掘整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扶贫
故事，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
近”原则，多次深入基层采风，捕捉扶贫工作点滴，执
笔创作该剧本，同时由该团两位副团长亲自出演，为凤
台春晚量身打造了推剧小品《汪老汉脱贫》这个原创新
节目。《汪老汉脱贫》主要讲述了孤寡老人汪老汉自幼身
患残疾，在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帮扶下，最终通过刻苦
学习剪纸技艺而脱贫的故事。该剧彰显了共产党人不忘
初心和使命、始终关心群众疾苦、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心和担当。同时，在今年的凤台春晚上，县推剧团
还将演出传统戏《梁祝》选场《十八相送》。

据了解，县花鼓灯艺术团参加凤台猪年春节晚会将
演出6个节目，有开场舞《欢欢喜喜过大年》，红色革命
题材的花鼓灯舞蹈 《八月桂花》，现代歌舞 《燃烧卡路
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怀旧歌曲联唱，还有花鼓灯
推剧《传承》，以及结尾歌舞《梦圆新时代》等等，届时
可让凤台观众一饱眼福。

传统鞭炮污染大

电子鞭炮扬新风
本报通讯员

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的传统
习俗，但大量燃放烟花爆竹会严重影响空气环境质量，
造成噪音污染。从2019年1月1号开始，我县全面禁燃
烟花爆竹。电子鞭炮和气球鞭炮应运而生。

禁燃令实施后，传统鞭炮退出“舞台”，电子鞭炮、
气球鞭炮等悄然成为新宠。笔者在城区一家商品批发商
店里发现，除了往年常见的对联、挂件、灯笼等装饰品
外，电子鞭炮都被挂在醒目位置。这些电子鞭炮多数长
一米多，外观和传统鞭炮相仿，但色彩更加艳丽，单串
价格从几十元到二三百元不等。商家告诉笔者，这种电
子鞭炮拿在手里就能放，很受消费者的欢迎。一顾客
说，放炮就是图个热闹，有时就是图个响，电子鞭炮能
达到这个声效，还能重复利用。

烟花爆竹，禁燃限放，事关每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广
大市民的主动参与和积极监督，为守护一片蓝天、建设
美丽凤台共同努力。

春节，我将把“陪伴父母”

这份“年货”带回家
王红峰

如果有人问我，春节给父母带什么“年货”？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将把“陪伴父母”这
份“年货”带回家！

最近，网上热传“用公式算算亲情账，结果真残酷！”的帖子。该帖子作者为了事业在外打
拼多年，每年春节才回家一趟，每次回去顶多呆10天。这10天，还多半走亲访友，陪在父母身
边的时间很少。同时，他还算了一笔亲情账，母亲现在60岁，如果能活到95岁，陪在她身边的
时间也不过是350天，还不到一年。算过这一笔账后，帖子作者突然意识到，孝敬父母不能等。
因此，他决定租一间房，把父母接到身边，尽量做到亲情与事业“两手兼得”。这道“亲情计算
题”在网上引起广大网友关注，“你还能陪父母多久”也戳中了我的泪点。

孝是人类文明的DNA。孝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孝之道，人之常道，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
了孝文化。“孝”字最早出现在 3300 多年前殷墟甲骨文中，由上面一个“老”字，下面一个

“子”字组成。后来写时把“老”字的下半部取消了，就是现在的“孝”字。“孝”最基本的寓
意是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在上面为孩子遮风挡雨，孩子长大了，父母老了，孩子在下面背着父
母，这就是“孝”。

“种田得谷、敬老得福”。“子女孝、父母安”。2013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问候老年人。”法
律规定不常回家看望老人属于违法，其实回家看望父母并不需要法律的约束，那是子女应尽的
责任与义务。其实你只要用公式算算这笔亲情账，你就知道，陪伴父母是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
情。

人生在世，长于世，源于父母。《诗经》说“父母生我，鞠我，顾我，携我，长我，育我，
欲极之德”，意思说，父母生我养我，出入抱我，一切照顾我，长大些又教育我，父母对我的恩
德无以言表。孝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是人性的继承。今天的小，变为明天的老。只有尊
老爱幼，才能和谐传承。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教给我们最基本的生活技能。如果说父母给孩子
最宽厚的爱是手放开，那么，孩子回报父母最好的爱，是陪伴。“一打口号不如一个行动”。孝
贵在行动，行孝不能等，我们不能徒有孝心而无孝行。让
我们多多陪伴、照顾父母，努力让父母安度晚年、颐养天
年。

“请你紧紧握住他们的手，陪他们慢慢地走……”惟
愿你我牢记父母之恩泽，心中永驻孝德文化。

2019安徽春晚定档腊月二十八

2019安徽卫视春节联欢晚会于1月10日、11日、12日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亚洲一号演播
厅开启火热录制。实力唱将张杰、张韶涵、李荣浩、腾格尔、汪苏泷现场献唱，知名喜剧
演员郭冬临、邵峰等领衔语言类节目，献上开年乐果；励志女子团体SNH48清新来袭，在
舞台上刮起青春旋风；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与京剧演员王珮瑜跨界合璧，惊艳反串打
造梨园大戏；更有特别献礼环节纵情放歌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整台
晚会可谓高潮迭起、精彩绝伦。2019安徽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将于2月2日 （腊月二十八）
19:30在安徽卫视播出。

今年安徽省民生工程将新增5项

去年，安徽省共拨付 33 项民生工程资金 1067.3 亿元，全省专项扶贫资金达 121.3 亿
元，比上年增长25.6%，省级新增投入70亿元重点支持32个贫困县区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功
能建设，统筹安排37亿元支持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今年我省还将继续围绕民生、教育、
医疗卫生等方面实施33项民生工程，但是和去年相比，新增了5项。 （据中安在线）

电力铁塔占据路面，隐患大
近期，一些读者向本报

反映，S308凤利路凤台二桥
入口至城北桥路段一电力铁
塔，长期占据路面，给过往
车辆通行带来安全隐患，希
望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车辆安
全通行。 （本报记者）

腊货晒出年味道
春节将至，我县城乡居民利用晴天腌制、晾晒腊货。这些腊货经过阳光的“爱抚”，散发出

阵阵诱人的香味，让人们提前感受到年的味道。 本报记者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