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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0日，是二十
四节气中的小满。小满含义为
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
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还
未大满。

目前，农事活动也将进入
大忙季节，夏收作物已经成熟，
或基本成熟；春播作物生长旺
盛。市农业气象专家建议，在
加强春播作物田间管理的同
时，还要抓住降雨的有利时机，
及时蓄水保水、查苗、补种，力

争作物茁壮成长，并注意病虫
害的防治工作；同时注意防御
大风和强对流天气对农业造成
的危害。

市中医养生专家表示，小
满节气期间是皮肤病的易发
期，所以饮食调养宜以清淡的
素食为主，可以常吃具有清利
湿热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
豆、冬瓜、黄瓜、黄花菜、水芹、
黑木耳、胡萝卜、西红柿、西瓜、
鲫鱼、草鱼等食物，忌吃甘肥滋
腻、生湿助湿的食物。

小满后，气温升高，天气炎

热，在防止身体中暑的同时，大
家更要提防“情绪中暑”。气象
专家表示，夏季气温高是最显
著的气候特征，故有些人在进
入炎热夏季后，易出现情绪和
行为异常，主要表现为心境不
佳、情绪烦躁、记忆力下降等，
这就是常说的情绪中暑。为了
避免和防止情绪中暑，天气越
热，越要静心、勿急躁；保持室
内通风，遇到不顺心的事，要冷
处理，维护良好的情绪。此外，
应安排好作息时间，保持睡眠
充足。

本报讯 5 月 19 日，中国
旅游日。杜集区为庆祝建区
40周年，特别推出全域旅游季
乐游杜集线上系列活动。

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
杜集区创新文旅业态、丰富
产品供给，积极推广多元化
的新产品、新模式，为疫情防
控期间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
活力，通过“打卡美好杜集”

“美景随手拍”“我的家乡我

代言”等系列活动，展示和推
介杜集改革发展 40 年新成
就、新风貌。以此推动文旅
产业复苏，促进文旅消费，助
力经济增长，倡导游客文明
旅游、健康出行。

此次乐游杜集活动，不仅
向群众展示了新时代美好杜
集新风采，让广大市民足不出
户畅游美好杜集，也进一步满
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吃住行游购娱，乐在杜
集，游在杜集。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濉溪
县医院补短板能力提升项目工
作会议上获悉，补短板能力提升
项目是安徽省财政厅2020年第
三批专项债券项目，总项目资金
为3.4亿余元，首批1亿余元专项
资金即将拨付到位，助力提高医
院服务能力、满足群众医疗需求。

补短板能力提升项目是濉
溪县医院创建三级综合医院之
后又一件大事。项目正式启动
后，县医院占地面积将增加近
1/2，医疗设备和信息化水平将

进一步提高，医院医疗服务能力
和就医环境将得到极大提高。
在县医院新建设用地规划中，拟
增建后勤综合楼、感染科楼、急
诊楼、高压氧、锅炉房、地下车
库、污水处理站、环卫设施、救援
直升机坪等。其中，为方便患
者，新建的急诊楼将包含心电
图、超声、CT室等，让患者少走
路，在最短的时间完成各项检
查；计划重建患者食堂、新增职
工食堂，进一步改善医院患者和
职工的就餐环境和餐饮质量，以
更高的医疗水平和更好的医疗
能力服务于周边百姓。

本报讯 连日来，濉溪县南
坪镇加强扬尘治理不松懈，突出
问题导向、标本兼治、精准施策，
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确保扬尘有
效治理，切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

多年来，南坪镇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环境整治，先后集中

清理整治53家非法料场及搅拌
企业，但仍有个别非法企业私
自生产。为此，南坪镇党委、政
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分析原
因，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目
标、工作标准、工作步骤及保障
措施，决心集中力量，痛下决
心，坚决改变环保落后状态。
该镇通过细致调查辖区厂矿企
业、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砂石堆

料、混凝土搅拌、固定源排放的
扬尘污染等主要扬尘污染源，
查明现有非法料场、堆场、搅拌
站 15 家，并及时下发了整改拆
除通知书。同时，南坪镇制定
扬尘污染联合执法集中行动方
案，整合公安、交通、市场、安
检、环保等单位，开展联合执法
集中整治活动，对辖区建筑工
地施工现场、堆场料场、搅拌站

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点源进行现
场执法，对非法料场、堆场、搅
拌站，采取拆除、清理、断电、恢
复 原 状 的 措 施 ，坚 决 整 改 到
位。对混凝土搅拌站、建筑工
地等重点扬尘单位定期对扬尘
污染源进行现场督查，要求企
业采取清扫、洒水、覆盖、围挡、
喷淋等常态化有效防扬尘措
施，及时督促、监管企业防扬尘

污染措施整改到位。
截至5月17日，南坪镇已清

理非法料场、堆场、搅拌站共15
家，出动垃圾车和挖掘机等车辆
150多车次，清理砂石物料3000
余吨，对环境污染严重、没有取
得证照的畜禽养殖场要求限期
关闭或配套建设粪污处理设施，
大气扬尘污染整治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效。

本报讯 5月12日至14日，
受市农村农业局邀请，我市兽医
专家、民进会员、三星动物医院院
长博永刚走进濉溪县双堆集镇和
临涣镇，开展为期三天的5场主
题为自种自养贫困户特色种养业
技能培训讲座，约500名有养殖
意愿和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参加
培训。

讲座中，博永刚以“养猪如何
多赚钱”为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
养猪胜败思路、养猪致胜法宝、猪
病防治规律等知识，同时还结合

当前经济形势、市场供需，分析了
今后一个时期生猪价格走势，受
到参训贫困群众欢迎。博永刚表
示，对于发展生猪养殖的贫困群
众，以后会定期深入养殖户家中
实地进行免费指导，帮助他们依
靠养殖，实现稳定脱贫、增收致
富。

博永刚早年毕业于安徽农学
院，从事兽医临床近30年，专业
擅长动物疾病诊治、猪业生产和
农业经济管理等，在《中国畜牧
业》《中国动物保健》《中国猪业》

《当代畜牧》等国家级期刊和报纸
发表专业论文100多篇。

本报讯 5月11日，中石化淮
北分公司邀请部分客户代表走进
百善油库质检室，零距离了解油
品质量检验检测流程,深入推进

“百日攻坚创效”行动。
百善油库通过对油品收、

发、存数质量实施全过程监控，
加强对油品质量监控和重点项
目关注度，并严格按照制度要

求和内控指标进行检验，通过
油品出入库的两级质检把关，
确保销售的油品质量 100%合
格。

多年来，中石化淮北分公司
始终视质量管理工作为企业生
命，坚持“质量永远领先一步”的
质量方针和“质优量足、客户满
意”的质量目标，不断加强油品数
质量管理，严格履行“每一滴油都
是承诺”的宗旨，回报社会和客户
的厚爱和支持。

5月19日，爱心助残人士在采摘金银花。

连日来，濉溪县黄桥村张峰的金银花地里总有一些“不速之客”

来帮助他采摘金银花。

张峰，因小儿麻痹症致残，可他身残志坚，努力靠自身脱贫致

富。他承包了几十亩土地种植中药材。其中有六亩金银花，金银花

现在分期开放，花期短，如不能及时采摘就烂掉了，极大影响经济价

值和收入。张峰心急如焚，他的困难被一些好心人士在微信群传播，

于是就有一批又一批志愿者前来帮助他采摘，从而解了他的燃眉之

急。 ■摄影 通讯员 王存仁

继续实施农村公路扩面
延伸工程、农村公路路长制
工程、农村公路养护水平提
升工程、农村运输通达工程，
不断改善农村地区交通条件。

【目标任务】改善农村地
区交通条件，实施农村公路
扩 面 延 伸 工 程 280.993 公
里。县乡公路大中修里程按
照7%的比例，预计实施71公
里，地方配套资金足额到
位。充分发挥县级路长办公
室职责，明确细化辖区内农
村公路各级路长责任人；全
面推行乡村道路专管员制
度，确保到年底前全省所有
乡镇均完成乡村道专管员招
募、并经培训上岗。继续推
进建制村通客车工作，2020
年底，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
制村100%通客车，基本建成

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农村物
流网络体系。

【资金筹措】扩面延伸工
程,省级按20万元/公里予以
定额补助；市级按10万元/公
里予以补助；其余资金县区
通过帮扶单位帮扶、社会支
持、村级“一事一议”等多渠
道解决。农村公路养护管理
资金，省级补助标准县道
15000 元/公 里 、乡 道 7000
元/公里、村道2000元/公里
（“1572”补助标准）。

市、县（区）统筹中央和
省、市财政相关专项资金，做
好“四好农村路”管理、养护、
运营资金保障工作。
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联系人：谢士忠
联系电话：3809606

(未完待续)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南坪镇治理扬尘污染“下猛药”

5月17日，志愿者向社区居民宣传使用“公筷公勺”知识。当日，相山区东街道供电社区城市生

活E站开展使用“公筷公勺”宣传活动，志愿者们通过现场宣讲、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向居民宣传使用

“分餐制”和使用“公筷公勺”的重要意义，引导社区居民就餐时使用“公筷公勺”，养成讲文明、讲卫

生、讲科学的健康生活方式和文明新风尚。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通讯员 王敏

“公筷公勺”宣传进社区

庆祝杜集区建区40周年
乐游杜集线上系列活动
让市民足不出户赏美景

送畜牧技术下乡 助农户脱贫致富

四、“四好农村路”建设

县医院稳步推进补短板能力提升项目

中石化淮北分公司
推进“百日攻坚创效”行动

节气小满已至
农事养生需注意

爱心助残采摘忙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方园
■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邹杰

■ 记者 吴永生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杨蕾 卢明璐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董昌宇 ■ 记者 傅天一 通讯员 谢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