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旅游
业最早按下了暂停键。在旅行社
全行业卖水果、卖乳胶⋯⋯什么都
卖的大环境下，我们选择坚持做品
质旅游的服务者；做优质优选、生
态健康的生活产品的提供者。为
此，我们建立了马鞍山中国国际旅
行社电商平台，优选了洪滨丝画、
徽三臭鳜鱼、旌德黑猪火腿、盛榨
堂木榨油等优质产品。这些产品
都呈现在我们的展厅中，见证着优
旅生活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正式
开启。今后，我们将依托国旅的优
势，选择世界各地更为丰富的优质
产品，呈献给大消费者。”5 月 31 日
上午，马鞍山无为商会秘书长章启
武在优旅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的首次产品发布会上如是说。

此次活动受到马鞍山无为商会
领导们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发布会当
天，会长赵生根带领商会常务副会长
朱有为，名誉会长、副会长戴庆峰，副

会长刘应明、安年珍、阮传华、吴向
阳、张薇、孙定东、沈立军、肖克和、赵
晓地、赵律增、赵常春、赵德松、项宏

志、项宏水、倪受银、顾其林、童政权、
潘克玉，副秘书长张平保、陈修文、陶
晓春，理事阮全兰、汪为平、春浩、裴

太连、魏群以及会员王良骁、夏明星、
夏成凤，纷纷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出
席发布会捧场。

马鞍山无为商会会长赵生根表
示，今年的疫情对于旅游业来说是一
场噩耗，马鞍山中国国际旅行社主动
拓展经营思路，谋转型、促突破，积极
部署启动转型计划，使旅游圈各地的
特色文化、食品等成为旅游业的新增
长点。希望优旅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越办越好，在谋求创新中实
现自我突破。

随后，商会成员对优旅生活的部
分产品进行了品鉴，赵生根会长现场
充值购买了5万元产品电子卡，常务
副会长朱有为，名誉会长、副会长戴
庆峰及副会长赵律增等人陆续充
值。马鞍山无为商会成立以来，会员
数量不断增长，商会活动不断增多，
商会实力不断壮大，为增强无为籍经
商人员在马鞍山投资兴业的信心发
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让会员
们感受着商会的温暖，感受到无为人
的团结与力量。

海洋风 张静 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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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是社会治理、城市管理
体系中重要的一环。近年来，马鞍山市
公安局持续深化公安交通管理工作，
构建文明交通新常态，全面提升人民
群众交通出行的安全感、满意度和幸
福指数。6月11日下午，马鞍山市副
市长、公安局局长程彰德一行到交警
支队调研全市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并就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程彰德指出，交警支队认真履行

“保安全、保畅通、防事故”主责主业，持
续深化安全管理、改革服务等各项举
措，特别在全市电动车综合治理工作
中，交警支队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积极
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用实实在在的成效
赢得了上级部门和领导的一致肯定。

关于做好下一步工作，程彰德要
求，要盯紧当前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
重点工作，树立更高目标，以最大决心、
最强举措，奋力提升秩序管理成效和交

管工作绩效，全面实现争先进位。要树
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意识不动
摇，坚持好的基础、秉承好的传统，勇于
创新、大胆实践，努力将全市公安交管
工作水平提升到更高层面。要牢记主
责主业，持之以恒地强化事故预防，绷
紧安全弦，筑牢防护网，高位推进各项
综合整治措施落到日常、落在实处、见
到实效。要加大改革创新，持续深化

“网格化、路长制”交通勤务改革项目

攻坚，充分挖掘管理潜能、激发队伍活
力、整改工作弊端，坚决克服模糊认识
和畏难情绪，切实提高联动联处能力、
快速响应和高效处置能力。要强化科
技保障，坚持科技兴警战略，加强交管
基础建设投入，优先建设一批带动性
强、涉及面广、能够对群众出行便利有
提升作用的科技信息化项目，坚持不
懈地推动智慧交通发展。要狠抓队伍
建设，全面提升队伍的正规化、专业

化、职业化建设水平，善于挖掘和培育
人才，强化干部队伍管理，坚持公平公
正的选人用人导向，努力营造风清气
正的警营氛围。

调研期间，程彰德就全面深化文明
创建工作进行督导并作出强调，要求交
警支队继续加大工作力度，按照“精致、
细致、极致”标准，进一步增强主观能动
性，为我市顺利通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复评大考作出公安交警应有的贡献。

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程彰德调研全市
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并督导文明交通创建

交通管理不停步 文明交通再升级

6月15日上午，马鞍山暴雨倾城，全市
多条道路出现积水。马鞍山公安交警启
动应急管理预案，全警出动，在全市主要
干道开展紧急疏导，保障全市交通情况整
体有序可控，确保群众雨天出行安全，成
为暴风雨里最美的“守护者”。在和县西
埠路段，一辆垃圾车由于雨天装载失衡，
车头翘起，清洁工一时束手无策。正在巡
逻的交警及时援手，在帮助卸载部分垃圾
后，齐心协力将车辆恢复正常。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6月中旬我
市进入强降水集中期。为预防和减少强
降雨天气条件下道路交通事故，保障全市
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马鞍山公安
交警首先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加强对本辖
区交通安全形势研判，严格落实警力、车
辆及装备保障，确保恶劣天气出现时能够
及时、有效应对，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适
时启动应急管理预案，增加警力在岗备
勤。其次，严密巡查管控。重点加强对辖
区道路危险路段、施工路段、易漫水路桥、
易积水桥涵路段的巡逻管控和疏导，并视
情设立执勤点，指挥疏导过往车辆有序通
行，对积水路段，一时无法排水的，设置警
示设施；对桥涵严重积水和易出现滑坡、
塌方的路段，积极联系市政部门设置物理
隔离，并果断采取分流措施，防止车辆涉
险通行。此外，强化宣传引导。通过广播
电视、微博微信等媒体，以及电子显示屏、
导航、短信平台等载体，及时向社会发布
路况信息，开展出行交通安全提示，引导
驾驶人合理选择时间、路线出行。

马鞍山公安交警
雨中援手 守护平安6月 15日，和县突降暴雨，一老

人家因地势低洼，房屋进水半米多
深，七旬的独居老人刘奶奶被困家
中。和县公安局香泉派出所民警闻
讯而动、冒雨驰援，第一时间背起行
动不便的老人，转移至安全地方并
妥善安置。

上午8时许，香泉派出所接到群
众报警称，位于香泉镇街道一平房
因突发暴雨有内涝情况，一名年迈
老人被困，急需救助转移。警情就
是命令，派出所立即组织救援力量，
冒着瓢泼大雨赶赴事发现场，发现
老人正趴在窗户上往外看，不知所
措，手中还紧紧抓着老伴的遗像。
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加
之路面水深过膝，民警决定将老人
背出涉水区域。“别担心，有我们
在。”民警说完，当即弯下身子背起
刘奶奶，并转移到安全地点。因为
辖区的年轻人大多数在外打工，在
家居住的多为独居老人，民警来不
及多想，立刻返回受灾严重的村庄，
联合村干部冒着大雨挨家挨户地搜
寻及呼喊，确保不落下一人。

面对持续的降雨，民警和消防
官兵通过搀扶、俯身背起等方式护
送群众安全转移。“真是太谢谢警察
同志了，谢谢你们冒雨救援⋯⋯”看
着浑身湿透的救援人员，受灾群众
感动不已，连声道谢。 王燕

暴雨致房屋进水老人被困
民警冒雨驰援紧急转移

日前，雨山公安分局联手当涂
警方，一举打掉三个在网上盗取用
户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抓获冒充
某网络文化公司发送“钓鱼链接”、
盗取用户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40

余人，有力维护了网络安全和网络

公司正常经营，受到用户群众和经
营企业的一致称赞。6月10日上午，
受害企业负责人为此专程从北京赶
到马鞍山市公安局雨山分局赠送了
锦旗表示感谢。

经了解，该犯罪团伙相互勾结，

通过网络向大量用户发送以抽奖活
动为诱饵的钓鱼链接，以此盗取大
量用户账号和密码，并将相关个人
信息资料出售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
电信网络诈骗等其他犯罪活动，涉
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多项犯罪行为，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深入侦查中。

雨山警方表示，网络空间不是法
外之地，公安机关将继续深入打击网
络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维护网络安全、
净化网络环境。 张骏 陈稷沣

以浙江台州“6·13”槽罐车重大爆
炸事故为镜鉴、深刻汲取教训，6月17

日，楚江公安分局组织警力对辖区企
业危化危爆车辆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重点对驾驶员持证、灭火器、危险标志
牌等情况进行了检查，并提醒车辆驾
驶员务必提高安全意识，定期对运输
车辆、安全设施进行检查，确保将各类
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陈煜

“咱们哪些小朋友会游泳？你
们一般在什么地方游泳呀？你们知
道游泳时需要注意什么吗？”6月 16

日上午，石桥派出所在辖区中心小

学开展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上，同学们认识到溺水事件的严重
性，纷纷回答民警和义警的提问。

随着夏季高温气候来临，青少年
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为从源
头上改变溺水事件多发的现象，自6

月上旬开始，石桥派出所通过积极开
展发放宣传单、安全宣传进校园、张
贴横幅入户宣讲等多种形式宣传活
动，切实做好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

牢织防溺水工作“安全网”。
此外，石桥派出所还联合政府

对辖区内水库、沟塘、河道等溺水事
故易发地段进行隐患自查，关注重
点时段、重点水域、重点人群，梳理
风险点，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同时对
排查出的重点水域，按要求完善安全
警示标识，明确水域安全监管责任
区，建立巡查制度，确保及时发现险
情、及时劝阻、及时施救。 尚冬萍

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
徽省主场活动在含山县凌家滩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举行。含山县公安局
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组织民警、义警
前往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
过散发宣传资料、接受咨询等形式，
大力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现场，民警带着禁毒宣传资料向
群众讲解毒品的种类和危害，提高群
众禁毒、防毒、识毒意识。 冯善军

为规范特种行业治安管理，
进一步落实社会治安防范工作，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辖区内
特种行业及重点企业安全形势稳
定。6 月 11 日，马鞍山市公安局
开发区分局组织江淮义警配合开
展特种行业和重点企业安全检查
活动。

本次安全检查活动来到马鞍
山市丰原制药有限公司，详细检

查了解该企业所使用、存储的易
制毒化学品仓库和台账，并对有
关重点岗位人员进行了易制毒化
学品相关条例讲解和宣传。要求
制药企业加强安全监督，妥善保
管合理使用。

通过这次检查活动，为企业
的安全发展提供了有效帮助，同
时进一步保证了辖区内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张欣宇

牢织夏季防溺水“安全网” 经开公安分局走进辖区企业开展安全检查活动

三个网络“钓鱼”盗号团伙被捣毁 雨山警方获赠锦旗

楚江公安分局开展危化危爆
运输车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禁毒宣传走进
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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