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日报》9月6日头版报道：
城市“牛皮癣”是深化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的重点难点，也是老百姓深恶痛
绝的城市顽疾。我市进一步有效施
策，坚持标本兼治，既强化源头治理，
斩断传播途径；又加强末梢管控，快
速打击，及时清除，推动城市“牛皮
癣”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
成效。

变堵为疏，让城市“牛皮癣”无立
足空间

“这个配电柜真漂亮，乍一看我还
以为是植物雕塑呢！”路过安庆路的
市民都会认真端详起这条路上披上景
观外衣的市政设施。记者了解到，庐
阳区城管部门以安庆路和龚大塘小
区、安北小区为试点，变堵为疏，为该

道路和小区内的电信通讯柜、配电
柜、信号灯控制柜等市政设施穿上了
绿色的“景观新衣”和“手绘新装”，让
城市“牛皮癣”没有生存空间。

在城隍庙门口，一个配电箱被绿
色的仿真绿篱覆盖，在其表面还设置
了以“孝、礼、廉”等为主题的公益广
告。原本冰冷生硬的市政设施被装点
成漂亮的街道景观，如一株株精心雕
琢的植物雕塑，为城市增添绿意。

（下转第二版）

媒体看庐阳

标本兼治 多措并举

让城市“牛皮癣”无生存空间

本报讯 9月4日起，来自全球11个
国家的 24 名跑酷顶级选手来到我区，
在这里共同演绎一场事关时尚、潮流、
历史、文化、运动、挑战、艺术甚至哲学
的“大事件”——由区政府、市体育局、
市广播电视台、安徽宁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主办，区委宣传部、区教体局、区国
投集团等承办，三十岗乡、合肥庐阳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等协办的“庐阳跑起
来”2017合肥国际跑酷公开赛。在9月
4日到9月10日的7天时间内，这些在
全球引领风骚的运动达人，在为跑酷爱
好者和好奇者带来精彩竞技的同时，把
流动、对抗、飞跃、腾挪、探索、应变的运
动之美，把克服、阴阳、信念、忧虑、勇
气、自由的哲学之思，融入到“引领时尚
的国际化首善之区”丰厚的文史积淀和
欣欣向荣之中。

速度 技巧双高标 赛事为中国链
接全球

作为当下风靡全球的时尚极限运
动，跑酷是以日常生活的环境为运动场
所，依靠选手自身的体能，快速、有效、
可靠地驾驭任何已知与未知环境的运
动艺术。本次赛事属于国内级别最高

的专业跑酷赛事，是以为国内外跑酷运
动员提供交流、竞争和挑战机会为目的
的赛事平台。经过选拔，最终将有8位
中国顶尖跑酷选手与受邀来自英国、美
国、俄罗斯等国家的顶级跑酷选手同台
竞技。赛事包含创意团体视频训练营、
竞速赛和技巧赛三种竞赛形式。视频
训练营于9月4日到7日举行，分别由4
名参赛选手和若干摄像剪辑师组成的5
个团队被主办方送到指定主题的地点
进行跑酷视频创作，并进行评比。

竞速决赛和技巧决赛将分别于 9
月 9 日、10 日在三国新城遗址公园举
行。届时，24 名选手（16 位国际邀请
选手+8位分别通过两类选拔赛的中国
晋级选手）分两日竞赛，争夺竞速赛和
技巧赛的冠、亚、季军。

潮流 健康铸首善 庐阳携积淀共
舞时尚

作为合肥的老城区，我区在珍视、
挖掘和保护所拥有的得天独厚历史文
化资源的同时，更有着吸纳时尚现代艺
术元素的宽广胸怀，这与此次跑酷赛事
的定位不谋而合。“跑酷虽然是一项新
兴的极限运动，但它同时也是具有历史

渊源的运动项目，这种引领潮流的运动
形式，其实对历史和文化的和谐共振有
着其自身独特的追求。”赛事运营方迪
力告诉记者，正是由于我区丰厚的历史
文化资源，以及个性鲜明的建筑特征和
彰显出的城市人文气质，吸引了本次赛
事的落地。

“与此同时，此项赛事落地庐阳，另
一大原因是我区今年 7 月刚刚获评安
徽省体育强县（区）示范区，在健康庐阳
建设上有着丰厚的根基。”据我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以服务民生需求为己任，
以品牌活动为引领，我区深入贯彻落实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积极构建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为助力“大湖名城 创新
高地”和“引领时尚的国际化首善之区”
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仅在打
造品牌活动方面，我区就成功举办了四
届“庐阳杯”中日韩三国围棋名人混双
赛、三十岗“祥源杯”国际乡村马拉松
赛、全国钓鲫精英赛和全国垂钓俱乐部
挑战赛总决赛、三十岗万人乡村旅游嘉
年华暨乡村越野半程马拉松、六届自行
车嘉年华等多项高规格赛事。

“高规格赛事的频繁落地，与我区

近年来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取得的成
果息息相关。”据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依托长三角最美滨水文化生态休闲区
建设，我区近年来整合了合淮路以西片
区的生态资源和老城区历史文化资源，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争创国家5A级
旅游景区，促进旅游中实现产业融合发
展，不断焕发新活力。

跑酷运动中的奔跑、跳跃、翻滚，最
终归结为对自我的挑战，正如庐阳的历
史、时尚、健康、旅游，各种元素终于汇
集于“奔跑向未来”的脚步。未来，在加
快建设“引领时尚的国际化首善之区”
的过程中，我区的创新发展，也会像这
场国际赛事一样，因地制宜、穿越障碍，
姿态炫酷地“跑起来”。 （杨璨）

全力打造“引领
时尚的国际化首善之区”

“庐阳跑起来”2017合肥国际跑酷公开赛炫酷登场
世界顶级选手汇聚庐阳演绎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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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日，由我区承办的合肥
市庆祝《慈善法》颁布实施一周年活动在
人民广场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省福利和慈善协会
会长吴旭军，市慈善总会会长董昭礼，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阚建华，市政协副主
席王贤泰，市慈善总会名誉会长周富如，
市慈善总会名誉副会长杜昌寿，市慈善
总会形象大使郭公达，市民政局局长张
炜，区委副书记、区长黄卫东，区政协主
席谭峰以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庆
祝活动。

庆祝活动启动仪式上，参加活动的
领导为捐款单位代表颁发证书；市慈善
总会向市关爱失独老人委员会捐赠救护
车一辆。随后，参加活动的领导还参观
了相关展台，并观看了节目演出。

《慈善法》是我国社会领域的重要法
律，是我国慈善制度的基础性综合性法
律。《慈善法》的出台使我国慈善事业进
入法制轨道，是我国慈善史上的一座里
程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自去年9月1
日《慈善法》颁布开始，我区慈善协会就

积极投入到《慈善法》的宣传工作中，积
极开展慈善工作，大力营造人人参与慈
善的良好氛围。经过一年的努力，《慈善
法》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并参
与慈善事业。目前，区慈善协会慈善项
目主要集中在扶贫、济困、安老、助学、帮
残等方面，平均每年发放救助款物折合
人民币60余万元，帮扶困难群众近万人
次，有效地为困难群众纾困解难，受到广
大群众好评。

据悉，合肥市慈善总会成立于 2003
年。15年来，该总会始终坚持恪守慈善
宗旨，积极倡导慈善意识，努力开拓慈善
工作服务领域，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方
筹措慈善资金，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在紧
急救援、扶贫济困、安老助孤、医疗救助、
助学支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
明显的成绩。经过多年努力，该总会逐
步形成了遍布合肥城乡、组织健全的慈
善援助体系。截至目前，合肥慈善总会
直接募捐慈善款物折合人民币2亿4000
多万元，10余万名困难群众得到不同形
式的救助。 （董怀华 吴琼）

全市庆祝《慈善法》颁布实施一周年活动在我区举行

本报讯 9月6日下午，全区文明城
市创建调度会暨城管委2017年第八次
联席会议在区政务中心召开。区委副
书记、区长黄卫东，区委常委、宣传部
长洪书霞，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
记肖廷以及各乡镇街道、区直相关部
门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会上，区文明办通报了近期全区
文明创建工作要点。区城管局、区市
政绿管办、区商旅局、区住建局、交警
庐阳大队、逍遥津街道、大杨镇等单位
负责人分别就文明创建各项具体工作
进行发言。

黄卫东要求，各相关单位要进一
步统一思想、明确责任，牢固树立责任
意识和担当意识，围绕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目标，对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的要求，强力推进文明创建各项工
作。要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强化乡
镇街道的属地责任和牵头部门的牵头
责任，不断加强部门与街道之间的协
同与联动，切实推动文明创建各项工
作的落实和责任的落地。要进一步完
善文明创建工作机制，建立应急处置
机制，不断创新工作举措，落实工作要
求，确保文明创建的各类问题能够及
时发现、及时处理、及时解决。要进一
步加大工作力度，持续攻坚克难，投入
更多人员和精力，全力做好我区的文
明创建工作，为合肥市成功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作出庐阳应有的贡献。

（余挺生）

持续攻坚克难 强力推进文明创建

本报讯 8月31日，我区2017年首
批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集中开
工，8个小区将因此旧貌换新颜。区委
副书记、区长黄卫东，区委常委、宣传部
长洪书霞，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
记肖廷出席开工仪式。

此次集中整治的8个老旧小区，分
别是振源新村小区、五金五厂宿舍、万
花园小区、淮河路小区、金寨路 350 号

小区、26中宿舍、寿春路215号小区、寿
春路156号小区，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
米，涉及居民 2981 户。整治内容主要
包括道路修复、改善雨污水排水系统、
屋面防水、外立面粉刷（沿街）、墙体亮
化提升、增设停车位、绿化补植修剪、增
设休闲健身场地、完善路灯、楼道灯照
明系统、增设小区辅助设施、开通燃气
等。

据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我区老旧小区整治将结合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和我市城市管理提升年行
动，制定出具有高含金量的“升级版”施
工路线图，并在每个小区新增一面文化
墙，以此传递正能量、弘扬新风尚。整
治工作还将在提速、提效上下功夫，让
这些小区的居民在年底前能享受到整
洁、美观、舒适的新环境。

据悉，今年我区共计划整治 17 个
老旧小区，总建筑面积59.41万平方米，
涉及楼房209栋、居民7647户。第二批
集中整治的四湾巷小区、濉溪新村、宏
图新村小区等 9 个小区计划近期施工
招标，预计11月中旬开工。

（管丽 余挺生）

2017年首批老旧小区环境整治工程开工

本报讯 近日，我区林长制启动仪式
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区级总林长黄
卫东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区四套班子
领导，区级林长、副林长，各乡镇街道、公
园管理处林长和村（居）级林长等参加了
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黄卫东与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区董铺水库水源涵养林林长
李济飞为董铺水库水源涵养林林长制项
目揭牌；区林长制办公室主任、区市政绿
管办负责人解读了《庐阳区重点生态区
域推行林长制工作方案》；区林长制项目
责任单位代表三十岗乡和庐州公园管理
处的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

黄卫东在讲话中强调，庐阳区作为
首善城区，一定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
度，充分认识推行林长制的重大意义，把
推行林长制作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
行动，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绿色发
展行动的有力抓手，努力将林长制打造
成为庐阳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新名片，
在全市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要精准发
力，准确把握推行林长制的工作重点。
区委、区政府对推行林长制高度重视，区
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议对此进行了
专门研究，印发了《庐阳区重点生态区域
推行林长制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职责
和年度任务。下一步，要着力从“建”、

“管”、“防”三方面聚力抓实。要落实责
任，着力形成推行林长制的强大合力。
推行林长制是一项创新性工作，涉及到
方方面面，各级各部门要勇于探索，加强
配合，实干作为，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

（吴少平 杜珊珊）

努力将林长制打造成生态庐阳新名片

本报讯 9 月 2 日上午，庐阳经开区
新开业两家工业企业和一家二级综合医
院。区委副书记、区长黄卫东，庐阳经开
区主要负责人先后为三家企业揭牌。

此次开业的三家企业中，两家涉及
大健康产业，一家涉及节能环保产业。
其中，达研医疗技术(合肥)有限公司是一
家应用纳米超材料与射频技术研制核磁
共振成像仪中射频线圈的科技创新型企
业。该公司研发的核磁共振系统只需使
用价格与传统射频线圈接近的纳米超材
料射频线圈就能够实现成像质量翻倍的
效果。合肥长荣医院是一家集医疗、护

理、体检、康复、预防保健于一体的二级
综合医院，将有望聘请上海长征医院、北
京301医院等多家三级甲等医院专家，长
期来院坐诊、会诊查房、协作手术。安徽
沃特普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能为工业
企业提供无风险、高效的节能解决方案
和产品，是国内首家集节能诊断、设计、
制造、工程施工、优质供应链管理和服务
的综合性新型节能技术科技企业。

这三家企业的开业，将进一步增强
我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为庐阳经
开区的转型升级提供更加多元的产业支
撑。 （余挺生 赵明）

三家企业同日揭牌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 9月6日上午，庐阳区庆祝第
33个教师节暨最美教师、最美校（园）长表
彰大会在区政务中心大礼堂召开。区委
副书记、区长黄卫东出席大会并致辞。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曹佑华，区政协主席谭
峰，市教育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何军，市
教育局副调研员、学前办主任李丽，区领
导朱涵、李仲生、洪书霞、肖廷、王翠英、殷
硕景、沈项林、岳彩莲等出席会议。

大会在开场舞《二十年后再相会》中
拉开帷幕。会上宣读了对最美教师、最
美校（园）长、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
和庐阳首届教育管理创新奖的表彰决
定；与会领导分别为获奖者颁奖。大会
共分为“创建名区 喜迎党的十九大”、

“大爱庐阳 做好学生引路人”、“面向未
来 誓走改革创新路”三个篇章进行，部
分与会师生在现场进行的歌曲演唱《最
好未来》、诗朗诵《润育桃李蓓蕾红 教坛
梦笔写春秋》、亲子游《早教萌宝开心乐》
等精彩表演，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

黄卫东对辛勤耕耘在我区教育战线
上的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及离退休老教师
致以节日的问候，向获得表彰的最美教
师、最美校（园）长、优秀教师、优秀教育

工作者和庐阳首届教育管理创新奖单位
表示祝贺。他说，一直以来，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始终高度重视教
育事业，自觉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大力推进各类教育全面协调发展。特别
是近年来，我区教育基础不断夯实、教育
保障不断强化、教育质量不断提升、教育
改革不断深入、教师素质不断提升，首善
教育这张靓丽“名片”得到持续擦亮，有
力促进了全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
民生改善。这些成绩的取得，既是全区
上下重师兴教的结果，更离不开广大教
育工作者的恪尽职守、无私奉献。

黄卫东指出，当前，全区上下正按照
“1341”发展战略，奋力打造“引领时尚的
国际化首善之区”，合力谱写中国梦的庐
阳新篇章。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推动国际国内交流合作、促进
城市品质品味提升来说，既是更大的机
遇，也承担着更大的使命，亦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为此，我们要更加注重增加
供给和提升品质，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
源，努力在实现“好上学、上好学”方面取
得新成效，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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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
走进科学岛
9月1日，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等离子体所，来自我区湖
畔小学的孩子们正在王俊儒博士的
带领下参观东方超环（EAST）托卡
马克装置。

据悉，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我国
从小学一年级起开设科学课，本次
调整不仅改变了科学课的起始年
级，也修订了课程目标。为给孩子
们上好开学第一课，我区组织部分
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走进科学岛，
参观东方超环（EAST）托卡马克实
验装置，与科学家零距离接触，感受
科技魅力，在心中种下一粒科学的
种子。

任琨 何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