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南店集贡米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本报讯（记者 柏松）日前，经农业农
村部组织的 2020 年第二次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专家评审， 淮南市潘集区店集
贡米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称号。

潘集区水稻种植面积达 36 万亩 ，
“潘集大米 ”已行销全国各地 ，深受消
费者喜爱 ， 成为农民增收最重要的支
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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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革命军事馆文物史料征集公告
为建设安徽革命军事馆，展示中国共产党领

导武装斗争和新中国国防事业建设发展的辉煌
历史和巨大成就，打造新时代党员干部、青少年
学生、社会各界群众和部队官兵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和国防教育的红色殿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
现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各类革命历史文物史料
和藏品。 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和类别
重点征集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安徽军民进

行伟大斗争、伟大革命，以及新中国国防建设事
业辉煌历史和巨大成就的重大历史事件、武装斗
争、战役战斗、英模人物等相关的文物史料，揭露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罪证。

1.革命活动类。 与安徽重大革命事件关联的
内部文件、通知文书、标语传单、报刊图书、古本
画册等；记载革命生涯的手稿、日记、自传、信件、

血书、入党申请书等。
2.军事作战类。 军事地图、作战电报、指挥文

书、通讯器材、战斗装具等 ；战场缴获的敌军物
资、装备、生活用品等。

3.军史影像类。 记录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
时期领导安徽武装斗争的照片、胶片、拷贝、录音
带、录像带等。

4.军事人物类。 鸦片战争以来，与安徽有关
的重要历史人物、著名英烈、爱国志士肖像和遗
物等。

5.荣誉证章类。 在重大革命活动、重大战役、
重大纪念活动荣获的勋章、徽章、证书、奖状、喜
报，以及代表证、出席证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安徽
建立政权机构、军事机构的军旗、奖旗、队旗、锦

旗、贺幛等。
6.革命生活类。 人民军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

军装、军衔及被装、草鞋、挎包、水壶、茶缸、雨衣、
子弹袋、粮袋、腰带 、绑腿等战斗装具和生活用
品；各个根据地、边区发行的钱币、邮票，反映革
命及战争活动的契证、票据、收条、借据等；广大
人民群众参战支战的农具等。

7.国防建设类。 新中国成立以来，反映安徽
国防建设重大事件的文件、通知、手稿、日记、照
片、劳动工具、证件、录像带、录影带等。

二、征集方式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革命文物是革命文化的

物质载体，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是激

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深厚滋养。 欢迎社
会各界特别是部队老首长、老同志及后代，驻皖
部队官兵、民兵及离退休干部和家属踊跃捐赠革
命军事文物或提供线索。

（一）无偿捐赠。 鼓励集体或个人无偿捐赠，
对于无偿捐赠文物的集体和个人， 凡符合本馆
馆藏标准且具有一定价值的，颁发捐献证书；捐
赠文物一经陈列，在展柜中永久具名。 捐赠文物
数量较多、价值较高的，可单独举行捐赠仪式。

（二）有偿征集。 集体或个人意愿有偿转让其
收藏的，根据革命军事馆馆藏和布展需要，按照
公平、合理、合法的原则，对归属于集体或个人所
有的文物适当予以经济补偿。

（三）限期寄存。 集体或个人可以将收藏的重

要物品寄存到革命军事馆委托管理，革命军事馆
将无偿做好科学保护，在征得寄存方同意下合理
利用。

三、征集要求
（一）捐赠人需保证文物史料的真实性和来

源的合法性。
（二 ）捐赠人需对文物史料的来源 、流传经

历、背后故事等有详细的了解，并附文字说明。

四、征集时间
本公告下发之日起，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联系单位：安徽革命军事馆建设工作协调推

进领导小组陈列布展组
联 系 人 ： 郭 伟 锋 （18956019630，0551 -

65961197）
邮箱：27608839@qq.com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屯溪路 235 号

办厂带脱贫
■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本报通讯员 茹金水

“扎小拖把、大扫帚，养鸳鸯、鸽子，
还有生态鸡、大白鹅，我靠干这些发家
致富呢。 ”涡阳县公吉寺镇龚长营村村
北的扫把加工厂负责人龚长龙说，“只
要勤奋努力，就能过上幸福生活。 ”

村北扫把加工厂内， 工人在忙碌

着，有的搬运竹条、竹枝，有的用竹刀砍
枝杈， 有的排好竹枝， 再捆扎成扫把。
“在这里做工的 10 多个本村人，大多为
60 岁上下，其中有的是贫困户。 ”龚长
龙说。

多年前，龚长龙在外打工，后来在
浙江余姚市办企业， 生产加工塑料制
品。不曾想，一场大水冲垮了他的工厂，
冲走了他多年的积蓄，经营因此亏损不

少。 2016 年，龚长龙夫妻俩回到家乡创
业。经市场调研，发现扫把、拖把是家庭
必备物品，制作扫把、拖把，投资小、回
本快，效益也不错。于是，龚长龙夫妻二
人决定投资生产扫把和拖把。

“我们生产的扫把和拖把销往太
和、界首、阜阳等地，利润较好，除去原
料和人工， 一条扫把能净挣 3 块钱左
右，一年能够销售 10 万把。一根拖把利

润 3 块钱，一年能卖 2 万把。 两者加起
来，一年利润 30 多万元呢。 ”龚长龙说，
这几年通过加工拖把、扫把出售，将以
前在外地办厂的亏损夺回来了。

龚长龙说，除了制作、销售拖把和
扫把，他还在承包地里搞养殖，“鸡鹅不
喂饲料，纯天然生长，肉质好、销路也不
错。 这些家禽，我是试着养，先学好技
术，如果效益好的话，还要扩大规模。 ”

“在家乡创业，土地是自己的、工人
是本村的，节约了不少用工成本。 ”龚长
龙说， 在家门口创业不仅能照顾家人，
还能带动更多的村民共同致富奔小康，
真是一举多得。

种菊富乡邻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武清海

“今天气温回升，我又找来脱贫户给
干菊花包装打箱， 赶着年前销售一批成
品菊花。 ”1月11日，亳州市谯城区牛集镇
润禾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纪然对记者说。

前些年， 张纪然在外面跑运输、做
工程，生意干得红红火火。 得知村里正

在推进“四带一自”产业扶贫民生工程，
他准备回到老家发展中药材种植。

2017 年 6 月， 张纪然在村里流转
860 亩土地，建立起了牛集镇大王村特
色产业扶贫基地，创办了亳州润芝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谯城区牛集镇润
禾家庭农场， 优先安排 20 多个贫困户
在扶贫基地常年务工。 当年，种植了 50
多亩菊花，靠卖鲜菊花，初见效益。

2018 年春， 张纪然花 20 万元购置
了一套大型中药材烘烤设备，发展中药
材深加工。在张纪然的带动下，村民搞起
了中药材种植，种植面积快速增加，不仅
为当地农户提供更多的就业增收机会，
也为村里出列、村民致富奠定了基础。

张纪然的扶贫基地种植了菊花、白
芍、牡丹、白术等地产中药材，亳菊就有
120多亩，通过采摘分拣、杀青烘烤、包

装销售，每年收入可望达到 50 万元。他
还投入 10 多万元， 购置了高温消毒设
备、菊花茶包装设备。 “烘烤加工包装后
的菊花茶很受客商欢迎，目前已呈现供
不应求的态势，菊花加工后亩产值由原
来的 3000 多元提高至 5000 多元。 ”张
纪然说。

为带动更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脱
贫致富， 张纪然通过多种渠道筹措 50
多万元项目资金， 创办了村扶贫驿站。
扶贫驿站车间内购置花茶生产设备，为
贫困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 自 2018 年
9 月运营以来，该扶贫驿站已惠及建档
立卡贫困户 49 户 91 人，固定带动贫困
户 14 户 14 人实现就业增收。

贴窗花敬老

做灯笼迎新
荩 1 月 24 日，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林店社区开
展“做灯笼·迎新春”亲子活动。 社区志愿者为大家演
示手工灯笼制作方法。

本报通讯员 刘奇 张亚琦 摄

▲ 1 月 21 日， 当涂县的志愿者走进姑孰镇西大
社区，开展“爱暖空巢 ”走访慰问 ，为老人送来棉
袄、水果等物品，挂上中国结，贴上窗花。

本报通讯员 欧宗涛 张三五 摄

创意评语也是创新教育
韩小乔

“平淡无奇的石墨在特定
条件下，稍微改变一下原子连
接方式，就能转化为璀璨夺目
的金刚石。 正如暂时平凡的
你，在承受了高强度的学习压
力后，一定会获得华丽的转身。 ”近日，苏
州一位初中老师用化学术语为 47名学生
写期末评语走红网络。

每逢期末， 对学生一个学期的表现
作出客观评价， 既是规定动作也是重要
仪式。 有的老师一笔一画勾勒出孩子们
天真烂漫的肖像画， 有的老师书写意蕴
深刻、对仗工整的对联，有的老师用古文
把评语写成人物小传……没有中规中矩
的评价，告别严肃刻板的说教，拒绝千篇
一律的形式， 新时代的期末评语因时而
评，让人眼前一亮。

作为一种创新的教育方式， 创意评
语不仅符合学生求新求变的心理， 也倾

注了老师满满的鼓励与爱

意。 每一份“量身定制”的评
语，都着力突出孩子的特点、
体现孩子的价值、 注重培养
个体意识。 中小学阶段的孩

子正处于成长阶段， 老师以实际行动告
诉孩子： 化学方程式不是枯燥乏味的公
式，它可以点燃生活的精彩，肖像画里隐
藏着天马行空的童趣和创意， 对联中蕴
含着传统文化之美，如此“言传身教”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智育、德育和美育，激发
孩子的创造力，促进孩子全面发展。

教育无小事，润物细无声。不妨以创
意评语为契机，思考如何调整教育方向、
创新教育方式、拉近师生距离。只要用心
用情、观察入微，真正做到接地气、个性
化、人性化教育，师生之间就会碰撞出更
多“化学反应”，孩子就能从中汲取更多
营养元素、健康快乐成长。

宿州埇桥区设立残疾预防中心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王

康）日前，宿州市埇桥区残疾预防中心设
立，这是全省首个县 (区 )一级的残疾预
防中心。 该中心将统一调配残疾预防相
关部门资源，推动密切协作，促进残疾预
防工作常态化开展。

目前， 埇桥区建立以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卫计办为基础，妇幼保
健院为骨干，医疗机构为技术支撑的三级
产前筛查与诊断防治网络，定期开展项目
宣传和业务培训。为确保完成儿童残疾筛
查与诊断任务，埇桥区残联与卫健委联合
确定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为

0岁至 6岁儿童残疾初筛机构， 区妇幼保
健计生服务中心为复筛定点机构，宿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皖北总院为残疾诊断定点
机构，各部门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共同开
展儿童残疾筛查与诊断工作。

截至去年底， 埇桥区接受初筛并建
立健康档案儿童 158637 人，基本实现了
0 岁至 6 岁儿童残疾筛查全覆盖。 该区
坚持卫健系统常态化普查和残疾人专职
委员随时补缺相结合的方式， 进一步完
善集中筛查、随访筛查、守点筛查、传言
核查等 4 种残疾筛查模式，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诊治、早康复。

专家提醒：盯屏一族警惕干眼症
本报讯 （记者 朱琳琳 通讯员 付

艳）“到眼科就诊的患者中，10 个当中就
有一个患有干眼症。 ”据安徽医科大学第
四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谢瑞玲介
绍， 当前干眼症已成为眼科第一大类门
诊常见病，占门诊总量的 10%。 以前，干
眼症患者患的均是病理性干眼症， 以老
年人或是绝经前后的妇女为主，如今，至
少一半是年轻人， 年龄在 20 岁至 40 岁
之间，绝大多数是年轻白领。

“在干眼症患者中， 因过度使用电
脑、 手机导致视频终端综合征的占 5 成
以上。 ”谢瑞玲说，过度使用电脑、手机，
长时间驾驶车辆等， 是越来越多人患上
干眼症的主因。

谢瑞玲说，防止干眼症的发生，首要

的是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 补充相应的
营养素如脂肪酸、维生素、亚油酸等，同
时改善工作、饮食环境，忌食辛辣刺激的
食物。 其次通过物理治疗，通过热敷、按
摩和清洁，疏通眼部腺管。同时配合药物
治疗， 如使用局部人工泪液、 局部抗生
素、激素等，“干眼是一个慢性的过程，要
根据具体情况慢慢调理”。

谢瑞玲建议，因工作需要不得不长期
面对电脑的人群，应注意每隔一段时间将
视线离开电脑屏幕，看一下远处，或是做
做眼保健操，让眼睛获得足够的休息。 在
使用电脑时，要调整眼睛与显示器之间的
距离，以 50厘米至 70厘米为宜。 近视的
人在使用电脑时， 尽量不要佩戴隐形眼
镜，以免加剧眼睛的干燥程度。

工伤保障扩容！ 我国将推进新业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据新华社电（记者 姜琳）记者 26 日

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 我国将扩大工伤保险覆盖
范围， 推进国家机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
筹管理， 同时推进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人
员职业伤害保障工作。

据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介绍，
截至 2020 年末，我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
达到 13.35 亿人。 全国基本养老、 失业、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9.99 亿人 、
2.17 亿人、2.68 亿人， 分别比 2019 年底
增加 3128 万人 、1147 万人 、1291 万人 ，
同比增幅为近 5 年之最。

据介绍，2020 年三项社会保险基金
总收入 5.02 万亿元 ， 总支出 5.75 万亿
元，年底累计结余 6.13 万亿元 ，基金运
行总体平稳。

我国建立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是

人均 170 元每个月。 截至 2020 年末，全
国 609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 参保率持续保持在 99.99%。
17.2 万名符合参保条件的重点水域退捕
渔民也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

“2017 年代缴政策实施以来，我们共
为 1.19 亿困难人员代缴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费 129 亿元， 基本实现了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应保尽保。 2020 年末，超
过 3014 万贫困老年人按月领取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
明隽表示。

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延至明年 4月 30日
据新华社电（记者 姜琳）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26日
表示，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是一项临时性支
持政策，2020年底已经到期， 三项社会保

险费从今年1月1日起已按规定恢复正常
征收。 同时，考虑到疫情风险仍然存在，部
分企业压力可能较大，规定阶段性降低失
业保险、 工伤保险费率政策今年4月底到

期后，将再延长1年至2022年4月30日。
据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介

绍，2020 年 ，企业养老 、失业 、工伤三项
社会保险共为企业和个人减负 1.54 万

亿元， 向 608 万户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 1042 亿元，支出就业补助资金和
专项奖补资金 1000 亿元。 社保“免减缓
降”政策力度和规模空前，对纾解企业困
难、 保障民生和促进经济恢复增长起到
重要的支持作用。

人社部数据显示 ，2015 年至 2019
年， 国家先后 6 次下调了社会保险单位
缴费比例，共为企业减费近万亿元。

·健康顾问·

·百姓故事

春节期间机票可免费退改

据新华社电（记者 周圆）为了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流动，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中国民用航空局 26 日发布通知，进一步
扩大免费退改政策的适用范围， 明确自
1 月 27 日 0 时起，已购买 1 月 28 日至 3
月 8 日春节期间机票的旅客， 均可办理
免费退票或至少一次改期。

具体退改规则为： 乘机日期在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的旅客，自 1 月 27 日 0
时起至航班起飞前可提出退票或改期申
请； 乘机日期在 2 月 4 日至 3 月 8 日的
旅客，自 1 月 27 日 0 时起至航班起飞前

7 天可提出退票或改期申请。 1 月 27 日
0 时前已申请退票或改期的旅客， 不适
用于本政策。

民航局要求， 各航空公司可以根据
通知要求，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此前，民航局 1 月 2 日下发《关于切
实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客票退改
服务工作的通知》，针对国内出现局部聚
集性疫情的地区， 要求各航空公司及时
制定发布客票免费退改方案。 通知下发
后，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及时跟进发布了
具体实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