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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平台、大宣传格局”，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下载“智慧无为”
手机台，“无为发布、无为广电”微信公众号！

无为广电融媒体微信矩阵

□大江晚报记者 丁佳佳 一个
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着城市经济的实力和活
力。2020年，在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和
年中汛情的双重考验下，无为市房地
产市场依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本土
企业茁壮成长，外地企业也纷纷抢滩
这块热土。据无为市房地产综合开
发管理中心数据显示，1 到 11 月份，
无为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登记备案
面积 79.18 万平方米，共 6853 套，同
比增长11%，销售额50.17亿元，同比
增长 9%。日前，全媒体记者实地走
访无为市多家开发企业，并且专访了
无为市房地产综合开发管理中心主
任陈娟。

“无为市是人口大市，有120万人
口，人口可以说是支撑楼市的关键要
素。在无为购房的市民，基本上都是

实实在在的刚需，无论是外地老板，
还是外地打工人员，他们都希望能在
无城买一套房。无为市是教育强
市 ，无为中学、无为一中一本的达线
率在全省都是有名的，教育氛围浓
厚，这也对房地产市场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采访中，无为市房地产综
合开发管理中心主任陈娟告诉记者。

据了解，无论是从面积，还是从
人口来说，无为市都是大市，无为市
行政区域总面积 2022 平方千米，总
人口 121.4 万人（2019 年），辖 20 个
镇。这无疑为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大
量潜在的客户群体。此外，无为一
中、无为中学等优质教育加持，进一
步彰显了无为市房地产市场的吸引
力。

除了无为市自身优势之外，在房
住不炒的大背景下，无为市政府积极

做好房地产调控工作，无为开发中心
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视房地产市场
发展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政策，努力确
保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经过多年实践摸索，无为市在房地产
资金备案系统、资金监管系统 等方
面都有所升级，房屋综合验收程序规
范化，这些具体措施的完善也进一步
确保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此外，通过召开房地产联席会议、信
访例会等，着力解决好房地产历史遗
留问题，化解矛盾，助力和谐社会建
设。近期，就解决了无为蓝鼎中央城
项目1600余户业主的办证难题。

“自从撤县划市后，无为在各方
面都迎来利好，对房地产市场来说也
是很好的契机。以前作为县城来说，
对房地产发展的规模有所限制，撤县
划市后，在城市小区的规模、档次，还

有其他方面，都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从房企方面来看，无为本地企业这些
年做得非常好，但也存在房屋同质化
等问题 ，希望他们做大做强，并且学
习全国先进经验，在住宅智能化、环
保等方面，做一些品质更高的项目，
提升居民居住幸福感。另外，也欢迎
更多大的开发企业来无为开发建设，
提升无为的整体开发水平。”

据陈娟介绍，无为市本土开发企
业发展迅猛，开发水平较高。比如万
厦置业在无为本地就拥有万厦时代
经典、万厦万湖山庄、万厦荣府等多
个楼盘，项目产品涵盖高层、多层洋
房等多种类型，有刚需产品，也有改
善户型。总体来说，政府调控、部门
配合、企业落实，再加上无为本地区
域优势明显，这些都是无为市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运行的原因所在。

发挥本土优势 推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本刊讯（通讯员 杜丹 徐小松）
近日，无为市各地、各单位针对当前
疫情变化形势，进一步压实责任，织
紧织密织牢“防输入”网络，保障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和大局稳定。

“我镇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分
级负责、重点管控’原则，引导在外
学习、务工人员就地过年，返乡前提
前 3 天主动向所在村委会登记报
备，返乡后第一时间到村登记，核验
健康码。针对高风险地区返乡人
员，迅速落实核酸检测、集中隔离、
居家隔离等防控措施，协助做好相
关人员的安抚、服务保障工作。并
严格落实返乡人员的包保工作，切

实做好跟踪管理，构筑群防群治严
密防线。”据洪巷镇有关负责人介
绍，该镇严格执行公共区域、重点区
域全面消杀的防控措施。加强对进
口海产品和冷冻冷藏肉制品加工、
贮存、运输、销售等环节的的闭环管
理，确保重点环节全程防控无遗
漏。镇村党员干部、教师、医生护士
等一线工作人员能接种疫苗的全部
接种，菜市场、餐馆、超市及食堂等
重点场所人员一律参加核酸检测和
日常健康监测，确保核酸检测全覆
盖。

为有效防范疫情输入，切实把
好疫情防控关，城东市场监管所与

陡沟镇政府联合开展疫情防控专
项行动。重点检查超市、餐饮店、
药店等行业落实“四防”措施（扫
码、测温、戴口罩、消毒）情况，检查
冷链行业货物购销记录，落实核酸
检验情况。告知药店、诊所在落实

“四防措施”的基础上，要严格记录
购买感冒药、发烧药和止泻药等药
物的顾客信息。此外，为做好疫情
防控宣传，该所利用广播进行疫情
防控知识宣传，在菜市场、超市、药
店等场所张贴疫情防控宣传标语，
营造防控氛围。该疫情防控联合
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50 余次，检查
超市 210 次，药店、诊所 36 次，餐饮

店 160 次。
据 了 解 ，为 做 好 疫 情 防 控 工

作，无为市各地、各单位把疫情防
控宣传动员工作作为重点工作，通
过户外 LED、条幅横幅、微信、大喇
叭、海报等方式，全方位进行覆盖
宣传，让疫情防控知识“入脑”“入
心”。无为市村、社区工作人员放
弃节假日休息时间，扎实开展“一
户一档”入户摸排工作，询问近期
居民的轨迹及过年是否有家人从
外地回来，早发现早报告。全面实
时掌握人员动态变化信息，确保精
准到户，精确到人，织牢群防群治
的严密防线。

压实责任织牢疫情防控网

本刊讯（通讯员 吴京） 贫困户
自主创业需要资金，小额信贷是帮助
其创业增收“加速器”。扶贫贷款让
贫困户吃了定心丸,有了资金作保障,
增收脱贫信心不断高涨。

“手里没钱干啥都没底!可今年就
不一样了,种地申请了扶贫贷款五万
元,又养了一些鸡鸭鹅,现在的日子真
是越来越有奔头了。”无为市陡沟镇
华龙社区贫困户赵昌勤在领到扶贫
贷款后笑得合不拢嘴。赵昌勤自有
土地 6 亩,又包地 90 多亩,100 亩的虾
田因为有了扶贫贷款,让他放心了不
少。他是华龙社区2014年建档立卡
贫困户，这一年，因给生病的妻子求
医治病，他不仅倾尽所有积蓄，还背
负了一身债务。“家中6亩庄稼地是唯

一收入来源，还有两个孩子上学，学
费、生活费都是不小的开支。”面对经
济、精神方面的巨大压力，这个汉子
也快要撑不下去了。就在他一筹莫
展之际，华龙社区村两委及时走访了
解到他家的具体困难，针对性地采取
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多项帮扶措
施，帮助其解决眼前的难题。

“解决他的基本困难还不行，我
们更关注如何让他家早日脱贫。”帮
扶责任人仔细研究赵昌勤家生产发
展条件，为其量身定制“稻虾混养+技
能培训”的帮扶措施。通过不断学习
和摸索，他逐渐掌握稻虾连作的技
巧，当年仅稻虾连作收益就达到了3
万多元，顺利脱贫。“稻虾连作这种模
式风险小,龙虾产量高,发病率低,环保

不伤田，经济效益也高。”尝到甜头的
赵昌勤又扩大种植养殖规模，每天早
出晚归忙在田头，一点也不觉得累。

免抵押、免担保、财政全额贴息，
这些好政策让五一村蒋传华也轻松
了很多，这意味着三年后，自己只用
还5万元，且还可以继续贷款发展养
殖业。“多亏了扶贫小额信贷，在关键
时刻帮了我一把！”五一村蒋传华开
心得说。蒋传华家2口人，母亲身体
不好，父亲因病去世后，家庭负债累
累，他靠送外卖，逐渐还清欠款，可天
有不测风云，连续2次车祸，让他丧失
部分劳动能力，回家后面临生活压
力，于是想出一条养鹅路，帮扶干部
动员和协助他申请了5万元扶贫小额
信贷，用于扩大养殖规模。站在棚

外，蒋传华喜滋滋地算了一笔收入
账：等到鹅出栏的时候，平均能达到6
斤左右，按照一斤8块钱计算，这一栏
的收入就能达到9.6万元。

“扶贫贷款还清了，我现在浑身
轻松。”裕兴村吴向龙在自己的稻虾
混养种植基地激动得说，“感谢党和
政府对我的帮扶，我一辈子也不能忘
记。”脱贫后，不等、不靠、不要，在书
记刘义宽的鼓励和帮助下，他贷款5
万元与种田大户合作，承包 150 亩
田。自从基地建好后，他将全部精力
放在了龙虾养殖中，精心投饵、水质
管理、疾病预防……他每天起早贪黑
地忙碌着。“只要踏实肯干，就有挣不
完的钱。等我有能力了，一定带领更
多人致富。”吴向龙笑着说。

小额信贷托起产业发展致富梦

1 月 16 日，城南公交站正式
启用。作为无城通往高沟、姚
沟、泥汊等10个镇城乡公交的首
末站，共开设9条城乡公交线路；
新开3条城市公交线路，其中2条
通往主城区，1条通往高铁站，芜
湖城际公交也途径此站。城南
公交站使新老城区，城、乡、芜湖
市区之间形成互联互通，乘客在
站内实现无缝对接、零距离换
乘。随着城南公交站的启用和
新购 20 台比亚迪纯电动新能源
公交车的投放使用，再次提升了
我市公交服务水平。

潘璇 摄

城南公交站正式启用

告别了传统菜市场脏乱差的形象，高标准设计的同心菜市场内明亮整
洁，充满了现代化气息。据了解，面积约3700平方米的同心菜市场共设计
有摊位、铺面101个，经营户60余户，分上下两层。市场内全方位、多层次的
满足了广大市民生活需求，方便了市民的“菜篮子”“米袋子”，同时也助力
我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真正做到“让政府满意，百姓放心。

王洋 摄

市重点民生工程同心菜市场正式开业市重点民生工程同心菜市场正式开业

本刊讯（记者 杨扬）1 月 15 日，
市委书记奚南山“四不两直”赴十里
墩镇督导暗访疫情防控工作，副市长
刘萍以及市委办、卫健委、数据资源
局、包镇、包村（社区）的市直单位负
责同志参加。

在十里墩镇虹桥社区，奚南山
查看了社区在省人员摸排台账，对
该社区排查工作予以肯定，同时要
求继续加大摸排力度，摸清底数、
强化劝导、做好预案。在虹桥社区
卫生院，奚南山仔细查看了购药人
员 登 记 和 三 类 药 品 下 架 封 存 情
况。他强调，卫生院要发挥好“哨
所”作用，做好信息登记和人员随
访，对相关药品严格下架封存，将
防控措施落到实处。随后，奚南山
一行随机查看了部分居家隔离人
员隔离情况，并详细询问了身体状
况和生活保障情况。

奚南山一行肯定了十里墩镇及
虹桥社区疫情防控工作。针对督导
中发现的问题，奚南山强调，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特别是春

节临近，各镇、村（社区）要在前期工
作基础上，聚焦问题、细化举措、补齐
短板。一要进一步对省外人员进行
摸排劝导，分类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加强信息摸排，建立台账，分类
施策。对尚未返乡的中高风险地区
人员，点对点劝导非必要不返乡；对
已经返乡的要分类严格落实核酸检
测、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健康随访等
措施。二要进一步加强调度督导，建
立工作闭环机制。实行早碰头晚会
商，对大数据专班推送的重点人员要
落地查人、管控到位、随访到位、确保
当晚见底清零。三要进一步广泛宣
传发动，增强广大群众同群防群控意
识。防控越到关键时刻，越要广泛动
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充分利
用各种手段，营造群防群治、联防联
控的浓厚氛围。四要进一步压实责
任，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严格落实“四方责任”，织密织牢责任
网络；严格落实“四早机制”，紧抓重
点人群、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防控，坚
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奚南山一行赴十里墩镇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本刊讯（记者 汪玉婷 通讯员
万平）1月18日，市安委会2021年度
第一次全体会议暨春运安全工作会
议召开。市长吴瑞新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启发主
持会议。市领导黄万勇、王峰、刘萍、
朱本芳、马荣出席会议。各镇、经济
开发区、相关部门及部分重点企业负
责人参加会议。

就抓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吴瑞
新指出：一、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
线意识。去年以来，我市安全生产形
势总体稳定，实现了事故起数和死亡
人数双下降。当前，各类生产、经营、
建设活动进入旺季，车流、物流、人流
高度集中，各种影响安全生产的不利
因素交织叠加，安全生产工作面临极
大挑战。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
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深刻汲取近期部分地区重大安全事
故教训，以事故为导向、以问题为导
向、以隐患为导向，排查整治短板漏
洞和风险隐患，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各
项工作。二、突出抓好风险隐患排查
整治。要抓好道路交通、消防领域、
城镇燃气、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建
筑施工、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安全整
治，真排真查、交办督办，坚决消除各

类事故隐患，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三、压紧压实安全生产
工作责任。要压实党委政府领导责
任，不折不扣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
位、工作部署到位，做到“保一方平
安、促一方发展”。要压实行业部门
监管责任，做到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
管安全。要压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
责任，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加强
安全培训、健全监管机构，完善安全
制度，坚决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发
生。要严格责任追究，对因责任不落
实、工作不到位造成安全事故的，按
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严肃追究相关
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吴瑞新最后说，安全为了发展，
发展必须安全。各级各部门各单位
要以如履薄冰的心态、严谨细致的措
施、求真务实的作风抓细抓实安全生
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
生，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
的春节。

会上，王峰传达了省领导关于
“1.16”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批示精神、
芜湖市安委会2021年度第一次全体
会议暨春运安全工作会议精神；市交
通局、公安局、安委办分别作了发言。

市安委会2021年度第一次全体会议暨春运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