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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铜陵北路涉铁下穿全线洞穿
星 报 讯（张 敏 记 者 祝 亮
文/图） 11 月 24 日上午 8 时，经过
站高新区的铜陵北路下穿合肥东
编组站项目二区段最后一孔箱涵
顺利顶进完成。这节总长 112 米
的箱涵在铁轨股道下方稳稳当当
“安新家”，标志着该涉铁下穿工
程已全线洞穿！
铜陵北路涉铁下穿工程一直
为市民所关注，
短短 763 米，
下穿涉
铁线路多达 25 条股道，
沿线分布了
通信、电务、供电、供油、维管、工务
等除客运段以外所有设备单位各
种缆线，杆管线密布交织，施工难
度系数大。为减少铁路运行影
响，根据合同工期和施工计划，项

地市传真

连续 7 天不间断顶进作业，位于新

庐江县柯坦镇

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惠民生
近年来，庐江县柯坦镇通过积极

截至目前，今年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

推进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工

补项目也全部完工。

作，着力完善了一批农村基础设施建

该镇在深化“一事一议”财政奖

设，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助力

补工作过程中，本着“政策引导、财政

乡村振兴。

支持、群众监督、公开透明、上下联

今年的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

动”的原则，重点选取群众需求最迫

项目在小墩村、柿树村、枣岗村、葛庙

切、反映最强烈、利益最直接的村级

社区、叶桥村、城池村等 6 个村实施，

公 益 事 业 作 为 切 入 点 ，规 范 议 事 程

修建 14 个项目，包括水泥路项目 13

序，健全各项制度，调动群众参与公

个，总长 4.6 公里，沥青路项目 1 个，

益事业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取得

总长 0.9 公里。惠及人口 3 万余人。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目分三个区段同步作业，涉铁下

肥西县严店镇

穿采取预制箱涵顶进与箱涵浇筑

聚焦政策衔接落实落地帮扶举措

相结合的方案有序推进，率先完成

今年以来，肥西县严店镇乡村振

三区段箱涵顶进作业。

江乐

置脱贫公益岗位 18 个，
辅助性岗位 31

“箱涵顶进作业法，
就像是把一

兴办精准施策，全力保持脱贫攻坚政

个，脱贫人口实现稳岗就业 585 人。

个大盒子推进隧道中。
”
项目负责人

策稳定，切实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

在 医 疗 帮 扶 上 ，家 庭 医 生 服 务 签 约

陶佳佳打了个比方。但这个
“盒子”

兴有效衔接。

1356 人。在金融帮扶上，使用资金 45

该镇截至目前为 557 户已脱贫户

万元；
“户贷社管”模式 155 户，使用资

制定 4941 条帮扶措施，户均 8.9 条帮

金 775 万元。在到户产业帮扶上，自

酷暑七月，建设单位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调集主体结构、桩基施工等作业队

扶措施。为 16 户监测户制定 115 条帮

种自养项目奖补项目申报 27 户，累计

伍，增加施工机械和顶进设备，按照“两班倒”方式，分布在 7 个重要作业面同步施工，全

扶措施，
户均 7.19 条帮扶措施，
均已落

发放奖补资金 44320 元。截至目前，

力加快施工进度，争取将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进一步提高箱涵同步顶进效率。8 月 31

实到位。在教育帮扶上，全镇享受春

44 座 户 用 光 伏 电 站 发 电 收 益 累 计

日，顺利完成一区段箱涵顶进作业，最难啃的“硬骨头”二区段同步完成开挖支护，加快

季雨露计划政策补助学生共 38 名，秋

129351.15 元，
一座集体光伏电站累计

箱涵施工。

季学生 34 名。在就业帮扶上，全镇设

发电收益 31964.58 元。

非常重，仅一区段的单孔箱涵高度
就约 13 米，
有 4 层楼高，
长 99 米，
1 万多吨，
堪比埃菲尔铁塔重量,需要在现场预制生产。

王周莉红

二区段为什么难？据介绍，作为合肥东站机务段库区“咽喉区”关键线路，二区段总
长 238 米，每天 140 多台货运火车机头在此集结、检查、维保、换班、维持整个安徽省货运
机头的派发，平均每小时有 6 台火车机头进入合肥机务段。
为了确保二区段按期洞穿，项目部调集作业人员和设备，集中力量全力攻坚。

固镇供电公司：

“供电+能效”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施工期间，上海铁路局、合肥市重点局、东华公司安徽分公司以及新站高新区多个单

“现在供电所的办事效率太高

电需求，主动上门开展电费清单和能

位部门给予联合保障，
“项目部备受鼓舞，
科学统筹人、
材、
机配置等关键施工要素，
采取多

了，我在‘网上国网’申请了客户新装

效账单现场解读，帮助客户进行容量

个作业面同步施工方式。”陶佳佳说，在 260 名一线工人和 40 余名管理人员科学组织和紧

业务，都不用去营业厅，电和服务就

分析、峰谷分析，建议错峰用电、检查

密施工下，
最终比原计划提前 15 天完成全线洞穿作业。

送到店里了。”11 月 23 日，固镇驰通

变压器无功补偿设备，提供合理且有

陶佳佳介绍，
涉铁下穿全线洞穿是整个项目的关键性节点，
标志着箱涵顶进作业已全

商砼有限公司负责人魏诗杰对国网

效的用能方案，降低企业用能成本，

部结束，
为后续全面施工腾出最大作业面，
全面转入各区段的接长箱涵钢筋捆扎和浇筑作

固镇县供电公司的优质服务连连称

提升企业用能效率。

业阶段，
“根据倒排计划，今年年底可完成一区段所有接长箱涵浇筑，二区段可完成 6 节接

赞。这也是该公司推行“供电+能效”

长箱涵浇筑，
预计明年 5 月可完成所有接长箱涵浇筑，
全力确保明年 9 月按期通车。
”

服务的一个见证。

合肥 590 余个事项
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在最新公布的全国省级综合信用指数中，
合肥市分数为 82.97
分，
位居全国第三，
信用建设成效明显。11 月 24 日，
合肥市发改委、市监局、公管局共同发
布合肥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
据介绍，目前，合肥市在市场监管、公积金管理、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累计走访企
业 86 家，主动为企业开展安全用电

今年以来，该公司为落实“供电+

检查，全面排查线路、配电箱等电气

能效”服务，针对企业用户扎实推进

设备隐患，定期上门服务，沟通企业

“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
“ 省时、省

用电特点需求，已累计解决 32 处企

力、省钱”的“三零三省服务”，压缩客

业用电隐患问题。该公司纪委同时

户办电时长，降低客户投资成本。在

开展现场工作监督 9 次，确保各项服

开展服务的过程中，该公司纪委及时

务举措落实到位。

跟进，监控督办系统工单闭环、业扩

优质服务及时，
监督执纪有力，
该
公司将继续开展
“供电+能效”
服务，
全

流转进度等各环节工作落实。
针对小微企业发展规模小、技术

面提高客户用电服务满意度，助力地

人员短缺等情况，该公司聚焦企业用

方经济高速发展。

吴国栋 陈梦月

590 余个事项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现审批替代型、行业自律型、主动公示型、信
用修复型等信用承诺全覆盖，累计在信用合肥网站公示各类信用承诺书 115 万份。
“推动行业主管（监管）单位在办理行政许可、告知承诺、资金奖补、评先评优等事项
时，按照‘信用先行’原则，全面查询当事人信用信息。”相关负责人介绍，合肥实施事前
信用核查，今年以来，市信用办累计开展信用核查 6386 次。
在整合各类信用信息基础上，合肥参照国家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由合肥市征信
公司对合肥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开展全覆盖、标准化、公益性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对
依法经营、信用评价等级较高的市场主体，给予融资便利等激励。
记者了解到，合肥市“信易贷”平台可为全市中小微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融
资支持，归集税务、社保等 16 个部门 52 大类的政务数据超过 34 亿条，对接大数据平台、
第三方商业数据源等，打造覆盖合肥市企业主体无死角的数据库。通过对公共信用信
息数据授权采集、加工、建模，形成涵盖税务、资产、公积金、社保等金融机构重点关注数
据的企业信用报告，有效解决商业银行不敢贷、银企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此外，合肥联合金融机构研发“合肥快贷”、企业“AI”贷等纯信用金融产品，有效解
决中小微企业抵押不充分问题。通过大数据技术建模，实现线上审批，大幅提升审批效
率。
“ 合肥快贷”等产品授信时间不超过 3 分钟，真正实现了合肥信易贷平台的“130”融
资模式，即 1 分钟申请、3 分钟放款、0 见面审批。
截至当前，合肥市“信易贷”平台入驻企业 25 万户，入驻金融机构 62 家，发布金融产
品 216 项，授信额突破 1113 亿元。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名称

数量

规划用地面积

69333.33

总建筑面积

210547.11

地上建筑面积

144762.76

地下建筑面积

65784.35

建筑占地面积

11434.93

容积率

2.0

建筑密度

16.49%

绿地率

43.03%

机动车位总数

2040

非机动车总数

1467

举报监督电话：68829020

肥西 FX202234 号地块项目周边各单位及相关利害人:
项目位于肥西经开区丹霞路与青龙潭路交口西北侧，用地面积约 69333.33㎡(合 104.00 亩)，由肥西和顺地产有限公司建设。该方案经现场
公示及履行听证程序，经研究，原则同意肥西 FX202234 号地块项目规划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住建部《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等相关规定，现予以公示，周边各单位及相关利害人对此规划
方案有异议请自公示之日 7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与我局联系，我局将在公示期满后综合分析有关单位及住户的意见，并按有关技术规范和规
定给予办理规划许可手续。
具体规划方案内容可登录合肥市政府信息公开网查询或至现场公示地点(肥西县丹霞路和青龙潭路路口)查看公示牌附录图。
咨询电话:68232901
监督电话:68829020
书面反馈意见邮件地址: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政策法规和执法督查科
建设单位

肥西和顺地产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肥西 FX202234 号地块项目

工程地点

肥西经开区丹霞路与青龙潭路交口西北侧

设计单位

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联系人

熊工

联系电话

18155122822

规划公示尺寸以标注为主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肥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