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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攻坚提速
今年计划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240公里； 建成一级公路 300

公里、农村公路 3000公里
本报讯（记者 胡旭）今年，我省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将加大项目攻坚力度，促
进重点工程建设提速。 出台交通强省建
设三年行动方案，对标长三角兄弟省份，
扎实迈好交通强省建设第一步。

在近日召开的 2021 年全省交通运
输工作会议上 ，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章
义表示 ，“十四五 ” 时期是我省交通运
输基础设施大建设 、 综合交通大发展
的奋进期 ，将重点对标长三角 ，着力在
补短板 、调结构 、提质效 、增动能上下
功夫 ，推动交通基础设施 、运输服务 、
智慧绿色交通 、 体制机制等方面深度

融合 ，推进铁路 、公路 、水路 、民航 、管
道等多种交通网络一体联动 ， 加快构
建安全 、便捷 、高效 、绿色 、经济的现代
化综合交通体系。

“十三五”期间，全省公路水运等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达到 4240 亿元，是规划
目标的 1.41 倍，超出“十一五”“十二五”
总和近 200 亿元。引江济淮航运工程、芜
湖长江二桥、 芜宣机场等百余个重点项
目成功实施， 开建高速公路 2228 公里，
新增一级公路通车里程 2607 公里，建成
农村公路 12.7 万公里。 2020 年累计完成
834.7 亿元、同比增长 5.9%。

今年我省将突出项目攻坚，采取超
常规作战模式，力促开工建设芜宣高速
改扩建、 太湖至蕲春高速等 19 个高速
公路项目；实施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前期
工作集中攻坚行动 ，重点支持 、重点调
度省会到市、市到县一级公路联通工程
以及市际间瓶颈路段贯通工程，加快推
进国道 312 全椒段、国道 329 含山段等
一级公路项目前期工作。 开工沱浍河航
道蚌埠段整治、 郎溪县定埠港二期、濉
溪县散货码头等水运工程，开工合肥新
桥机场二期、亳州机场 2 个民用机场以
及肥东白龙 、肥西官亭 、桐城等 6 个通

用机场。
今年我省将全力推进 20 个在建高

速公路工程建设，建成固蚌高速、芜黄高
速、 池祁高速池州至石台段， 全面实现
“县县通高速”；推进 3000 公里普通国省
干线公路建设，新增省会到市、市到县一
级公路联通工程 100 公里以上； 加快阜
阳、池州、安庆运输机场改扩建，完成合
肥新桥机场机坪改扩建和庐江通用机场
新建； 全年计划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240 公里，建成一级公路 300 公里、农村
公路 3000 公里。

全省信访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张韵声等出席
本报讯（记者 汪国梁）1 月 26 日下

午，全省信访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张韵声出席并讲话，副省
长李建中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委书
记李锦斌、省长李国英有关讲话精神，通
报了全省信访形势，部署了当前工作。

会议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
话指示精神，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切实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领导，充
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系

统谋划和推进信访制度改革， 下大气力
解决信访突出问题，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强化“两个
坚持”、实现“两个更大”提供有力信访服
务保障，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会议要求， 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信访工作，深入细致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 广泛
开展走访慰问和救助帮扶工作， 妥善化
解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信访突出问题，努
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安定祥和
的节日气氛。

丁向群走访看望专家学者
本报讯 （记者 黄永礼）1 月 21 日，

省委常委、 组织部长丁向群走访看望部
分专家学者， 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表
达诚挚问候，致以新春美好祝福。

走访期间， 省领导先后来到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中医药
大学一附院、安徽大学等，看望了省突出
贡献人才奖获得者潘建伟、匡光力，以及
联系的专家杨善林、方朝晖等，详细了解
他们的最新科研和工作生活情况， 对他
们潜心科研、孜孜求索的精神表示钦佩，
对各位专家在各自领域取得的进展突破

表示祝贺， 感谢大家为新阶段现代化美
好安徽建设作出的贡献， 并听取了对优
化科研环境、 加强育才引才等方面的意
见建议。 省领导指出，专家学者是我省发
展的宝贵资源， 相关部门要做好联系服
务和保障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积极
创造良好环境。

专家们感谢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
表示将准确把握攻关方向，深入推进科研
项目，加强人才培养引进，促进产学研用，
加快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多出成果，出好
成果，为安徽的创新创造贡献更大力量。

切实推进“讲政治”与“抓业务”深度融合
本报讯 （通讯员 吴贻伙 记者 李

浩）1 月 25 日上午，省检察院党组书记、
副检察长陈武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传
达学习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
神，学习贯彻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
彻落实工作措施。

会议指出，全省检察机关和全体检
察人员要坚决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及中央、省委和最高检决策部署
一体统筹 ，抓好贯彻落实 ，奋力推进检
察事业创新发展， 努力在 “讲政治”与

“抓业务”深度融合上做文章。 要以落实
“三个自觉”， 体现坚定不移讲政治，坚
持政治建检，自觉把“两个维护”作为政
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要以“稳”
“进”“实”，体现顾大局、谋发展，持续夯
实“稳”的履职基础，保持“进”的良好工
作局面，秉持“实 ”的工作作风 ；要强化
履职严格自律，体现重自强，抓好主业，
抓牢基层 ，抓实严管 ，担负起全面从严
治检主体责任，推进安徽检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

去年全省重点项目新开工 3778个
本报讯 （记者 汤超 ）1 月 25 日上

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2020 年安徽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 2020
年，全省重点项目新开工 3778 个、竣工
1826 个，有力促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5.1%。 在重大项目的强力支撑下，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回升。

去年共举办 14 批全省贯彻 “六稳”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共计 2376 个项目，
总投资 14734.2 亿元 ， 年度计划投资
2749.8 亿元。 至 2020 年底，累计完成投
资 2766.7 亿元。 从开工数量看， 居前 3

位的市为滁州、宣城、安庆市，居前 3 位
的行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传统产业升
级改造、城市基础设施。 从完成投资看，
居前 3 位的市为滁州、蚌埠、芜湖市，居
前 3 位的行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传统
产业升级改造、服务业。 总体上看，2020
年集中开工突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
家战略、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
推进灾后重建、 实施数字经济赋能等主
题， 有利于引导更多更高质量的项目投
向重点领域、短板领域，促进全省固定资
产投资稳定增长。

国资监管企业利润总额逾千亿
28户省属企业全部盈利

本报讯（记者 田婷）记者 1 月 25 日
从省属企业、 市国资委负责人工作会议
上获悉，2020 年,全省国资监管企业营业
总收入达 10832 亿元，同比增长 11.1%；
利润总额达 1079 亿元，同比增长 1.1%，
迈上了新的台阶。其中，省属企业实现营
业总收入 9228 亿元、 同比增长 11.7%，
利润总额 866 亿元、同比增长 12.6%，均
创历史新高。

去年， 省属企业圆满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充分发挥了国资国企“主力军”“顶
梁柱”作用。 从“量”上看，省属企业营业
总收入超年度目标 628 亿元， 完成年度
任务的 107.3%；利润总额超年度目标 97
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 112.6%。 从“质”
上看， 省属企业利润增幅超过收入增幅

0.9 个百分点，“两金”占流动资产比重同
比下降 1 个百分点， 平均资产负债同比
下降 1.3 个百分点。从“面”上看，28 户省
属企业全部盈利，实现“满堂红”，有 12
户企业利润总额超 10 亿元。与全国省级
国资监管企业相比， 省属企业营业总收
入居第 7 位，利润总额居第 3 位，继续保
持全国第一方阵。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省属企
业主要经营预期目标为“一跨两冲”。 “一
跨” 即营业总收入跨越 1万亿元，“两冲”
即利润总额冲击 1000亿元、 资产总额冲
击 2万亿元。 此外，省属企业研发投入强
度不低于 2.6%，其中工业企业不低于 3%；
省属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不高于 60%，有
关重点企业资产负债率要稳中有降。

2020年 12月份“安徽好人”榜单揭晓
本报讯（记者 张岳）日前，经公众推

荐和专家评议 ， 方雅青等 10 人入选
2020 年 12 月份“安徽好人”。

他们是： 扎根基层践行初心使命、
以生命诠释忠诚担当的合肥市杏林派
出所原教导员、庐阳区海棠街道原党工
委委员方雅青； 扎根基层 22 载为百姓

守护公平正义、因病离世以赤心铸忠魂
的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原专职委员、 四级高级法官李跃文；扎
根一线助力脱贫攻坚 、两次捐献 “生命
种子”挽救患者生命的蒙城县坛城镇张
圩村第一书记 、 扶贫工作队队长单三
毛 ；躬身为民不言苦 、积劳成疾将生命

定格在扶贫一线的太和县桑营镇原党
委副书记 、镇长李迎坡 ；用奋斗践行工
匠精神、 潜心钻研累计获得 20 余项专
利及实用新型项目的中煤新集公司口
孜东矿固定队高级技师曹学涛；20 年完
成 300 余项航空零部件国产化研制、精
益求精用实际行动弘扬工匠精神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二○工厂机械制
造技术员 、高级技师陈卫林 ；省吃俭用
捐献 40 余万元、 几十年如一日助人为
乐的宁国市仙霞镇抗美援朝老战士祝
章成；为救落水女子不幸身亡的枞阳县
枞阳镇新华社区居民钱飞； 从检 27 年
刚正不阿守护正义、积劳成疾倒在岗位
上的石台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
任 、四级高级检察官刘汪洋 ；辞去高薪
工作、返乡创业助力乡亲脱贫奔小康的
祁门县际源春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江
雪霞。

马鞍山高水准推进绿色发展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把生态环境‘金名片’打造得更亮
丽，实现生态质量大跨越……”1 月中旬
召开的马鞍山市两会上，“绿色”“生态”
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今年该市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马鞍山将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实施生态环保提升行
动，勇当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示范。

“这几年，马鞍山在绿色转型和智能
制造等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这对该市以
及马钢的未来发展都有好处。 ”马鞍山市
人大代表、安徽马钢嘉华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 总经理赵鲁卿说。 2020
年，马鞍山市强力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整改，打好“三大保卫战”，实现“2+6+N”问
题 “清零”。 该市空气质量稳居全省前 5
位，优良天数增加 65天；完成城区雨污分
流改造，35 条黑臭水体全面消除黑臭；5

个国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Ⅲ类及以上标
准，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同时，完成自然保
护地整合优化和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
并建成全省首个一般工业固废处置填埋
场，危废安全处置率 100%。

作为传统的工矿城市， 马鞍山市工
业占经济总量比重大，重化产业结构重，
污染治理难度高。过去 5 年，该市转变发
展思路，建设“生态福地、智造名城”。 马
鞍山市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推进水清
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马鞍山）经济带建
设，整改各类环境问题超万个，整治“散
乱污” 企业 708 家， 拆除非法码头 153
个； 在全国率先实现长江干流及重要水
域常年禁捕；PM2.5 平均浓度较 5 年前下
降 38.1%。该市获批国家森林城市、全国
首批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 5 年来，该
市三次产业结构由 5.8∶56.7∶37.5 调整到
4.3∶47.9∶47.8， 战新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21.1%，万元工业能耗下降 25%。
“实现高质量发展也需要绿色转型，

持续推进环境综合整治的同时， 还要发
挥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经济。 ”马鞍
山市政协委员、 安徽工业大学能源与环
境学院教授黄河清说。

着眼“十四五”，马鞍山市《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以创建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
型示范区为抓手，聚焦生态环保高水准。
该市全面启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重大工程， 加快环境脆弱地区综合治
理。争做污染防治排头兵，推进绿色低碳
发展，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制订实施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探索生
态价值转化制度成果， 实施一批绿色转
型示范项目，发展循环经济，推进钢铁、
铸造等重点行业领域绿色化改造。 深化
“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建设新阶段
现代化美丽长江（马鞍山）经济带。

安庆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 本报记者 洪放

巩固脱贫成果、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工
程、启动乡村振兴人才成长计划……在安
庆市两会上，与农村相关的词条成为该市
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安庆市《政府工
作报告》不仅阐述了该市以精准方略收官
脱贫攻坚的诸多亮点与成效，还就新时代
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后，如何振
兴乡村发展着墨颇多。

到 2020 年底， 安庆市现行标准下
67.63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75 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5 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
帽，贫困地区的面貌彻底改变，贫困群众
的生产生活条件极大改善， 新时代脱贫

攻坚的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编制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实施方案，接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同
时还提到了要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工程。
作为岳西县贫困山区的农企负责人，我
吃下了‘定心丸’。脱贫攻坚虽已收官，但
党和政府支持乡村发展的力度仍然很
大。 ”安庆市人大代表、安徽少威农产品
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根焰说。

“乡村振兴离不开多元化的人才支
撑。 ”安庆市政协委员、安庆市农技推广
中心研究员宁曰丽认为， 培养农业人才
队伍既要“外引”也要“内稳”，两头推进
才能为乡村引来人才“活水”。 为推动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安庆市《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
体稳定，做好队伍、责任、措施衔接，深化
新型农村经济“头雁”培育行动，启动乡
村振兴人才成长计划， 推动脱贫攻坚工
作体系和农村人才培养机制全面转向乡
村振兴。

迈入“十四五”，安庆市将着力构建
更具生命力的城镇体系。 坚持协调发展
理念， 以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
兴为战略牵引，实施市域一体化发展、消
费中心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乡村产
业振兴、美丽乡村升级等工程，增强中心
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县城承载能力、集镇
发展活力。

中科大领衔发现
最遥远原初星系团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记者 1 月
26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由该
校发起包括中国、美国、智利三国天文
学家参加的 “宇宙再电离时期的莱曼
阿尔法星系”（LAGER）研究项目近期
使用安装于智利 CTIO 天文台 4 米口
径望远镜的超大视场暗能量相机，发
现了宇宙中已知最遥远的原初星系团
LAGER-z7OD1。 相关成果 1 月 26 日
发表于《自然·天文》。

宇宙大爆炸后， 随着宇宙逐渐冷
却，质子和电子结合形成中性氢，由于
中性氢对紫外光子的吸收， 宇宙进入
黑暗时期。 随着宇宙中第一代恒星和
星系形成， 它们发出的紫外光子开始
电离周围的中性氢， 形成一个个电离
泡。随着电离泡逐渐扩大并合，整个宇
宙重新变得透明。

天文学家预期宇宙再电离时期的
星系是强莱曼阿尔法 (Lyα)发射线天
体， 可以用窄波段成像法高效探测，
Lyα 光子会被星系际弥散的中性氢原
子散射， 观测到的发射线强度和轮廓
依赖于再电离程度，Lyα 发射线星系
是探测宇宙再电离和宇宙早期星系的
强有力手段。

LAGER项目组致力于搜寻红移～7
的莱曼阿尔法发射线星系，他们通过分
析窄波段选的星系候选者空间分布，发
现一个红移～6.9、由 21个 Lyα发射线星
系组成的过密区域 LAGER-z7OD1。 项
目组利用智利麦哲伦望远镜确认这是
一个有光谱证认的最遥远的原初星系
团，它所处的宇宙年龄仅有 7.7亿年。同
时，成员星系电离泡总体积与原初星系
团体积相当，即这些电离泡刚完成并合
成为巨电离泡。

这项发现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红
移记录， 同时为宇宙再电离过程和电
离泡的后续深入研究提供了绝佳的观
测目标。

1月 20日， 六安市裕安区固镇镇
300余户村民喜迁新居。 近年来，该镇
积极落实蓄洪区群众安置政策， 建成
佛庵、青龙、杨桥、钱集 4 个城东湖蓄
洪区安置点，1260 套安置房于 2020 年
12 月全部交付使用，位于蓄洪区内 13
个村的村民近期将全部搬进新居。

特约摄影 陈力 摄影报道

▲ 1 月 20 日拍摄的固镇镇佛
庵城东湖蓄洪区安置点。

日前，宿州市埇桥区西二铺乡德丰草莓园里，市民在采摘草莓。 近年来，该区采
取“专业合作社+党支部+基地+农户”等合作模式，大力发展优质瓜果蔬菜等，推进
农旅融合发展。 本报通讯员 张成伍 摄

荩 1 月 20 日， 在固镇镇城东湖蓄洪区青龙
安置点，关堰村村民买来新年饰品装饰新居。

蓄洪区群众迁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