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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江海） 记者 3 月
11 日从黄山市茶
叶行业协会获悉 ，
从今年茶季开始 ，
该协会推行黄山
毛峰茶证明商标
使用管理 ，提升黄
山毛峰茶质量 ，维
护黄山毛峰茶品
牌 ，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

“黄山毛峰茶”
是经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商标局注
册的证明商标 ，黄
山市茶叶行业协会
作为注册人对该商
标享有专用权。 据
相关规定， 其产品
产地必须为黄山市
境内， 申请使用者
为该市茶叶行业协
会会员， 且拥有本
地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发的营业执照和
SC证书， 签订诚信
承诺书。

黄山市茶叶行
业协会对黄山毛峰
茶证明商标使用人
颁发年度准用证及
“二维码 ” 使用标

识，实行“一品一码”，并配合黄山市市
场监管局对证明商标使用管理情况及
产品质量进行监测， 开展市场执法检
查， 对存在违规使用证明商标或产品
检验不合格等行为的使用人， 责令限
期整改直至取消商标使用权， 对存在
假冒伪劣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依法予
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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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全省卫生技术人员数

全年在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中， 我省运动健儿
共获得 28 枚金牌、38 枚银牌、58 枚铜牌。 全年共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5191 次，参加活动总人数 396
万人次。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4]约为 2 平方米。全年
销售体育彩票 65.5 亿元。

年末全省有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
2554 个， 床位 36.9 万张， 收养救助人员 12.9 万
人；不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和设施 1.6 万个，
其中社区服务站 9747 个。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
43.8 亿元，筹集社会福利资金 14 亿元。

十二、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全省已发现的矿种 [15]为 128 种（计算到亚矿
种为 165 种）。 查明资源储量已上表统计的矿种
108 种（含亚矿种，不含石油、铀、煤层气），其中能
源矿种 2 种，金属矿种 23 种，非金属矿种 81 种，
水气矿种 2 种。 全年地质勘查部门开展各类地质
（科研）项目（省级）277 项。 新增查明资源储量的
大中型矿产地 10 处。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比上年增
长 5%，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0.9%。

全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76.7%。 已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8 个，省级自然
保护区 30 个。 年末森林面积 [16]4175.3 千公顷，森
林蓄积量 2.7 亿立方米。 当年人工造林面积 59.6
千公顷。

年末全省共有省、市、县级环境监测站 87 个。
全省 PM2.5 年均浓度为 39 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
降 15.2%。 全省 16 个省辖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 82.9%，比上年提高 11.1 个百分点；有 5
个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

淮河干流安徽段水质以Ⅲ类为主，总体水质优
良。 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为Ⅱ类，总体水质优；主要
支流总体水质优。巢湖湖区整体水质轻度污染，主要
环湖支流整体水质良好。新安江干、支流水质优。 全
省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量达标率为 97%。

全年亿元 GDP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
0.03 人，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为 0.045 人。 全年发
生道路交通事故 10617 起。
注：
[1] 本公报中数据主要为初步统计数。
[2]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分类项目增加值绝对数按
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 三次产业划分标准：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
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第二
产业是指采矿业 （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制造业 （不含金属制品、 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
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4] 2020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拟
于 2021 年 5 月份左右发布，公报中不再单独发布
人口和就业人员相关数据。 计算全员劳动生产率
所使用的年均就业人数为预计数。
[5] 网上零售额是指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 （主
要从事实物商品交易的网上平台， 包括自建网站
和第三方平台）实现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
[6] 高技术产业投资包括医药制造、 航空航天器
及设备制造等六大类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信息服

务、电子商务服务等九大类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7] 合肥都市圈包括合肥、淮南、六安 、滁州 、芜

湖、 马鞍山、 蚌埠 7 个省辖市以及安庆市的桐城
市。 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包括合肥、芜湖、
蚌埠。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包括合肥、
芜湖、马鞍山、安庆、滁州、池州、铜陵、宣城 8 个省
辖市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 皖北六市包
括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皖西大别山
革命老区包括六安、安庆 2 个省辖市以及寿县、枞
阳县。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包括安庆、 马鞍
山、芜湖、铜陵、池州、宣城、黄山 7 个省辖市。
[8] 表中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增速除粮食和棉花
外，均为预计数。
[9] 灌溉面积为预计数。
[10]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及有关制度规
定， 对 2016-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进
行了修订。
[11] 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初步统计数。
[12] 本段中数据均为预计数。
[13] 报纸、期刊、图书数据均为快报数据。
[14]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预计数。
[15] 矿种数据为依据 2019年度储量统计的预计数。
[16] 森林面积及森林蓄积量为预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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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活起来” 集体经济“壮起来”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王浩

阳春三月， 蒙城县漆园街道花园村
的田间， 一排排光伏大棚在阳光照耀下
格外显眼。大棚里桃树鲜花吐蕊，工人正
在剪枝、施肥、除草。 “光伏大棚解决了
60 人就近务工问题，还给村集体每年带
来稳定收益。 ”花园村党总支书记戴秀芳
向记者介绍。

2015 年以前，花园村集体没有经营
性资产。 “当时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想
为村民办些实事力不从心。 ”戴秀芳说。

2016 年，花园村“两委”多方考察论
证，最终确定了“发挥县城近郊的区位优
势，联合龙头企业或经营大户，实行合作
共建”的发展思路。 当年，花园村引进一
家农业科技公司和太阳能科技公司，共
同开发和建设光伏农业科技大棚项目，
推进棚顶建设太阳能发电站、 棚下种植
农作物的立体开发。采用该模式，开发企
业需要承包的土地由花园村统一流转，
并以土地入股。除每年支付农户租金，还
按照当年度国家小麦最低保护价， 以每
亩 150 斤小麦标准折价付给村集体股
息，作为村集体收入。 仅此一项，每年就

为村集体带来 20 多万元收入。
“我们还盘活村集体资源，让闲置资

源活起来。 ”戴秀芳介绍，该村整合零散
土地 70 亩入股当地企业，用于建筑材料
加工与销售， 企业每年付给村集体有偿
服务费用。 同时，开展清产核资，将属于
村集体管理的土地、 房屋等资产加以整
治盘活，对外租赁闲置校舍，集中发包复
耕废旧窑厂用地， 每年实现村集体增收
近 3 万元。

土地资源“活起来”，村级集体“壮起
来”。通过合作经营、盘活资产、有偿服务
等方式， 花园村集体经济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有到多的飞跃。 2020 年，花园村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 52.6 万元 ， 从原来的
“空壳村”变成了现在的富裕村。近年来，
村里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盖起了居
家养老中心，对人居环境美化绿化……

近年来， 蒙城县因地制宜、 因村施
策，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增收，初步探
索出了开发资源、盘活资产、发展产业、
兴建物业、承接项目、合作经营、有偿服
务、劳务经济、扶贫带动、市场共建等十
种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模式，“量体裁衣”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2020 年全县村均
经营性收入达 37.16 万元。

3 月 14 日，农历二月初二，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招募的志愿者，在好人主题公园开展“二月二龙抬头爱心理发进社区”志愿
活动，为辖区群众免费理发，受到居民们欢迎。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公益理发进社区

我省高校新增 74个本科专业
主要培养理工农医紧缺人才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记者 3 月 11
日从省教育厅获悉， 根据教育部已公布
的备案和审批结果，我省 34 所本科高校
（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新增本科专业 74个，撤销 31 个。省属高
校新增审批本科专业中， 目录外新专业
数排名全国前三。 这批新增专业主要培
养理工农医紧缺人才。

新增的 74 个本科专业中， 工学 38
个 、理学 1 个 ，医学 5 个 、农学 2 个 ，占
总数近 6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增备
案的环境科学与工程、 网络与新媒体、
人工智能等专业，合肥工业大学新增备
案的遥感科学与技术、 智能车辆工程、
智能感知工程、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等
专业 ， 都是本年度新增备案的热门专
业，也是服务我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急
需的专业。

在本次新增审批本科专业中 ，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量子信息科学 、安
徽理工大学的智能采矿工程 、 巢湖学
院的运动训练和合肥学院的智慧交通
等专业上榜。 其中量子信息科学、智能

采矿工程 、 智慧交通 3 个专业为目录
外新专业 ， 这是我省连续第五年在目
录外新专业设置中取得突破 。 量子信
息科学专业契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需
要 ，同时将进一步促进该校 “双一流 ”
建设；智能采矿工程专业运用物联网 、
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
成果，推动煤矿智能开采 ，更好地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 智慧交通专业以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依托 ，培养
满足区域智能交通增长需求的复合
型、应用型智慧交通高级人才。

我省全面加快高校专业结构优化
调整步伐 ， 建立了专业预警和退出机
制，坚持每年定期发布专业结构及社会
需求分析报告，引导高校新设服务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专业，停办停招社会需求
量小的专业。 今年，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大学、安徽工业大学等 9 所高校的船舶
与海洋工程、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过
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等 31 个专业进入本
次“撤销本科专业名单”。

芜湖建设厨热智能家电产业园

本报讯 （记者 沈宫石）3 月 10 日，
美的集团与国家级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签约，投资 50 亿元人民币，实施芜湖美
的厨热智能家电产业园项目， 主要建设
四个智慧厨电产品和一个研发中心，包
括年产 300 万台洗碗机项目， 年产 700
万台烟机项目，年产 600 万台灶具项目，
年产 750 万台净饮水机项目以及智能厨
卫电器创新研发中心项目。

自 1998 年落户芜湖以来，美的集团
先后在芜湖成立 14家企业，产业规模不
断壮大，产品涵盖大家电、小家电、压缩
机、电机等多个品类。芜湖基地已发展成
为美的集团除广东总部外最大的生产、
研发、销售一体化综合基地。该项目全部
实施完成后可实现年新增销售收入超
225 亿元、税收超 9 亿元。

3月 11日，合肥市肥东县在义和社区广场举办特岗特招招聘会。 22 家企业 800
多个工作岗位招聘普工、技术工等。 今年该县“春风行动”系列招聘会专门设置包括
退捕渔民、巾帼风采、餐饮物流、就业见习、“四进一促”等系列定岗专场招聘会，送岗
到乡镇、社区。 本报记者 杨竹 本报通讯员 阮雪枫 摄

定岗招聘到基层

果岭桃园笑春风
■ 本报记者 袁野

连日阴雨散去， 阳光洒满了江淮果
岭一片片果树。桃枝上，朵朵桃花为果岭
之上点缀了鲜活的桃红色。近日，记者来
到六安市金安区椿树镇草庙村， 看到种
果大户李国军正带领工人在 600 多亩桃
园里进行田间管理。

“得亏前几天下了一阵雨，否则一旦
倒春寒，桃树会出现冻害。”从 2013 年开
始就在当地种桃的李国军， 说起种植桃
树颇有心得。

“我们家去年引进机械化种植技术，新

栽果树都按照要求保证行间距 5米、 株距
2.5米，这样打药、除草都可以使用机械，大
大提高了效率。 ”李国军告诉记者。

在李国军家的库房里， 记者看到除
了肥料等农资，还有一堆堆特制的纸袋。
这是用来种植精品桃的纸套袋。

“原先多是从皖北采购纸袋，比较薄。
咱们这里和皖北气候条件不同，雨水大得
多，套一层下几场雨就破了，套两层成本
就上去了。”李国军说，2019年他引进了流
水线，利用农闲时间自己生产纸袋。

这些纸袋厚实， 能更好地适应江淮
果岭的气候特征，降低了成本，提升桃子

的品质。 “今年咱们准备了 2000 万个纸
袋，不仅我自己家用，周边种桃大户也到
我这里买。 ”李国军说。

近年来，随着品种的改良，种植水平
的提升， 金安脆桃逐渐在大江南北闯出
了名气，价格也水涨船高。

“我家桃子都是订单销售 ，你看这
边 50 多亩都是水蜜桃， 已被上海的果
商订走了。 去年，水蜜桃价格 8.7 元/斤，
今年估计也不会低。 ”李国军说，现在，
他家 600 多亩桃园里种植了金安脆桃、
水蜜桃、 蟠桃等十几个品种的桃子，从
每年 5 月桃子上市开始，每隔半个月都
会有不同品种的桃子陆续上市，大部分
已经被广东 、福建 、东北三省和上海等
地的果商订购。

如今，金安区江淮果岭挂满致富果，
脆桃种植面积达到 12 万亩，产值已经超
过 10 亿元。

砀山梨花节启动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

艳龙）3 月 12 日， 记者从砀山县委宣
传部获悉， 第 26 届中国·砀山梨花节
定于 3 月 24日至 4 月 20 日在砀山县
近百万亩花海果园里举办，至此，今年
砀山梨花节正式启动。

本届梨花节将开展经典赛事、文
化旅游 、体育竞技 、经济贸易等四大
板块活动 ，包括梨花节开幕式 ，春季
梨园马拉松赛，环梨园自行车骑行大
赛 ，全国马术耐力锦标赛 ，中华梨博
园灯光秀，“梨都之春”音乐会及缤纷
烟花秀， 梨园斗羊大赛及民俗表演，
第三届“世界梨都·大美砀山”全国摄
影大展，皖苏鲁豫四省五人制足球邀
请赛， 中国·砀山通用航空产业发展
论坛暨通航产业项目签约，第二届梨
园直播大赛等 26 项活动。 其中梨花
节开幕式将在黄河故道国际赛马场
举行。

砀山梨花节作为砀山旅游文化的
“金字招牌”， 梨花节已成为展示梨都
魅力、诚邀四海宾朋的盛会。

·旅游天地·

·健康顾问·

滁州营造留工稳工良好环境

本报讯（记者 罗宝 通讯员 叶传龙

卢廉）今年以来，滁州市及时落实政策补
贴，开展技能培训，提供保障服务，营造
留工稳工良好环境， 该市重点企业稳工
率达 95%以上。

该市落实春节期间支持园区企业“8
条”留工政策，为 1.7 万名留滁职工发放
稳岗红包 172 万元、琅琊山景区年票 1.7
万张、 补贴职工意外伤害保险 85.6 万
元，3 月底前全部兑付到位。

为加大援企稳岗力度， 减轻中小微
企业用工负担， 继续降低失业和工伤保
险费率， 扩大失业保险返还等阶段性稳

岗政策惠及范围，该市通过“免报直发”
为 6685 家企业返还失业保险费 4422 万
元，惠及职工 22 万余人，向 7866 家企业
发放稳岗补助金 2483 万元， 稳定用工
4.82 万人。

此外 ， 该市还利用外地职工留滁
过年空档期，组织开展“线上+线下 ”技
能培训活动 ， 将援企稳岗以工代训政
策期限延长至 2021 年底 。 截至 2 月
底 ， 该市组织企业开设职工技能培训
班 63 个 ，培训劳动者 3912 人 ，发放补
贴 410 多万元。

罕见病患者需要更多关爱
本报讯（记者 朱琳琳 通讯员 曹洁）

“瓷娃娃”（成骨不全症）、“月亮的孩子”
（白化病）、“蝴蝶宝贝”（大疱性表皮松解
症）、“蓝梅姐妹”（淋巴管肌瘤病）……这
些都是“罕见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
义 ， 罕见病为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
0.65‰至 1‰的疾病。

“罕见病因为病人稀少，治疗药物、治
疗方法和具有罕见病诊疗水平的医生都

非常稀缺，导致罕见病患者就诊困难。 ”中
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晓文说， 现实中，
罕见病漏诊误诊现象时常出现，“罕见病
需要加强研究，让罕见病能早发现、早诊
断。 同时，罕见病患者也需要更多关爱。 ”

据统计， 罕见病患者平均确诊时间
需要 5 年至 8 年， 其中还不包括确诊后
的治疗时间及康复时间， 大部分患者都

需要终生治疗。 约有 80%的罕见病由基
因缺陷导致， 仅有 5%不到的罕见病能
有效干预或治疗。

中国科大附一院由胡晓文牵头建立
了由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影像科、泌尿
外科、皮肤科等科室专家组成的“BHD综
合征诊治团队”。 截至目前，中国科大附
一院确诊 BHD 综合征家系 22 个、 患者
35例，这些确诊患者均进行基因检测，临
床症状由团队成员进行评估。此外，胡晓
文团队对中国报道的 BHD 综合征家系
进行了汇总分析，研究纳入 120 个家系、
221例患者， 并对这些患者临床症状、基
因、地域等进行了详细地归纳分析。

·民生快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