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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蚌埠市汇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
让合同》，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将其对蚌埠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享有

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于 2021
年 3月 31日依法转让给了蚌埠市汇智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现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蚌埠

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即日起向受让人
蚌埠市汇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履行相关债务清

偿义务。
特此公告。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

债权转让公告

78年，村民集体祭英烈
■ 本报通讯员 王彬

本报记者 林春生

4 月 4 日，清明节。 下午 4 点，有着
600多人的枞阳县横埠镇谋道村钱家祖
庄内，一支绵延数百米的队伍绕村一周，
前往烈士纪念塔。

“清明了，我们去祭奠用生命保护我
们这个村庄的新四军烈士。 ”78 岁的老人
钱得位说，当年，村民自发为烈士修筑
了坟墓 ，这几年县上 、镇里建了烈士纪
念塔。

1943 年，新四军第七师沿江支队独
立团二营一连， 在连长傳培元和副连长
刘幼学的带领下，在钱家祖庄（老庄、枫
山）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不期遇上准备进
犯的国民党顽军一七六师五二八团近千
人。顽军发起攻击，新四军被迫向东边桐

东抗日根据地撤退。
当时， 钱家祖庄东边有上稻圩，圩

河上有两座木桥， 一座在钱家祖庄，一
座在汪神庙山下 。 为防止伤及村里百
姓 ，一连撤向汪神庙山方向 ，不料此处
小桥已塌掉，无路可退。 汪神庙山上又
无险可守 ，大群敌人越来越近 ，一连战
士由连长带领泅水过河。 但是，圩内菱
菜、蒿草多，泅水极为不便，顽军已赶至
河边 ，朝河里疯狂扫射 ，跳下水的五六
十名战士全部牺牲。

连长已经登上对岸，为营救水中的
战士，又赶回河中，也不幸中弹牺牲。 因
寡不敌众 ，此次战斗中 ，部分新四军战
士壮烈牺牲，成功转移的战士在当地群
众的掩护下休养。 随后，顽军进村疯狂
搜捕，威胁新四军不出来，就要屠村。

“很多战士是自己主动出来的，怕我

们受到伤害。 ”88 岁的老人钱奕本含着
泪说。

“有一位战士躲在我家，他看到敌人
行凶作恶，忍不住开了一枪，结果这位战
士牺牲了。 ”村民钱大能指着碗柜上当年
留下的枪眼说。

“我父亲被敌人抓住说是‘匪军’，正
要拉去枪毙，两位新四军战士挺身而出，
敌人放了我父亲 ， 两位小战士均被杀
害。 ”钱得位说。

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 正值农历九
月初九重阳节，当地百姓满怀悲痛，自发
组织起来，将牺牲的 78 具新四军战士遗
体打捞、整理，按照当地最高祭祀规格安
葬在村庄内。

“从此 ，每年清明 、重阳节 ，在家的
村民都参加 ， 许多在外的人也赶着这
一天回来参加。 ”谋道村党委书记左志

平说 ，祭奠时间选择在清明节 、重阳节
当日下午 4 点开始 ， 主要是考虑到孩
子放学后参加祭奠活动 ， 让全村人世
世代代都记住 ， 是新四军用生命保护
了钱家祖庄。

这项活动至今已经延续了 78 年 。
2008 年，县、镇两级组织修建了高 9.9 米
的钱家祖庄烈士纪念塔，并于 2019 年重
修。 平时，村民义务给纪念塔打扫、清除
周围杂草。 这里已成为当地重要的红色
教育基地。

在当天的祭奠现场， 纪念碑前有拄
着拐杖的老人，有怀抱幼儿的妇女，最多
的还是孩子。 100 多位村民在肃立默哀
后， 有的献花篮， 有的宣讲烈士丰功伟
绩，有的在摆放祭品，大家都怀着对革命
先烈的无限敬仰。

“网红路”美 致富路宽 � � � � 4月 7日，众多车友在“皖南川藏线”泾县桃岭六道湾段自驾、游玩。 “皖南川藏线”途经宣城市宣州
区、泾县、旌德县和宁国市，既有皖南山水之秀丽，又有川藏线之险峻，是有名的“网红”自驾公路，入选
“全国十佳精品体育旅游线路”，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仅途经的泾县桃岭乡就有 170余家农家乐，年
旅游产值超过 2亿元。 本报记者 吴文兵 摄

非遗大鼓说党史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徐瑞成

“南湖驶来一艘船，乘风破浪永向
前；新民主主义革命结硕果，马克思主
义谱新篇……”日前，在淮南市毛集实
验区焦岗湖镇焦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非遗传承人岳仁宣先生的淮河大鼓

《红船精神放光芒》吸引了周围 40 多名
群众前来聆听，现场响起阵阵掌声。

当天，同样一场精彩的淮河大鼓书
《百年党史忆峥嵘》 在毛集镇花家湖社
区上演。 场地中间，乡村文化带头人曹
学武老人一手敲着大鼓， 一手打着夹
板，面向观众娓娓道来。 焦岗村村民牛
传荣一直在现场听书。 听过之后，牛传

荣深有感触地说：“大鼓书说党史，既让
人们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民族自豪感
也更加强烈。 ”

淮河大鼓是一种集说唱演评于一
身的曲艺形式， 鼓书唱词合辙押韵，唱
腔板式多样，这种表演贴近生活、贴近
群众，深受淮河两岸群众的喜爱。 记者
了解到， 淮河大鼓 2017 年获评安徽省

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毛集实验

区文旅局牵头， 区曲艺家协会积极响
应， 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发挥专长，宣
讲党史。目前，已经有 15 名大鼓艺人参
与，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唱出对党的
热爱。同时，毛集实验区还结合“非物质
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组织淮河大鼓
走进校园，开展党史教育。

“我们不断创新宣讲形式，努力使
党史教育更具有感染力。 ”毛集实验区
文化和旅游局非遗传媒管理科负责人
陈士根告诉记者。

“光盘打卡”育新风
■ 本报记者 张鸣

本报通讯员 王嫣然

“‘光盘打卡’其实也是督促自己适
量取餐，防止餐饮浪费。 ”近日，在合肥
市包河区望湖街道望湖社区食堂，季汝
红在手机上向记者展示自己的“光盘打
卡”记录。

季汝红所说的打卡，是包河区正在
推进的“皖事通”App(皖美田园———“光

盘打卡” 爱心助农)第二季公益活动中
的一项主要内容。

季汝红是望湖社区食堂工作人员。
“这些日子， 特别明显的变化就是厨余
垃圾在减少。 ”小小的细节让季汝红直
接感受到了光盘行动的成效，“大家越
来越自觉。我们打饭的时候也会反复提
醒，吃多少、取多少，不够再取，千万别
浪费！ ”

“光盘打卡”随手拍，记录节约新方

式。参与者只要打开皖事通或支付宝 App
扫描二维码即可进入活动页面，通过上传
餐前、餐后对比照片，以打卡形式记录光
盘时刻，便可参与抽奖，可抽最高 500 元
微信立减金或安徽特色农产品。

“每一次‘光盘’，不仅节约了粮食，
也达成了一次公益成就。 活动启动后，
大家响应还是比较积极的。 线上，我们
通过网站、 官方微信微博等平台宣传，
转发相关信息至朋友圈、各类生活群等

带动身边人参与；线下，我们走进企业、
商户、社区、机关食堂等，在大门入口处
摆放广告架， 在饭桌上粘贴二维码，提
醒、号召广大市民将‘光盘’落实到底。 ”
包河区数据资源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让“光盘打卡”行动更加深入人
心，包河区还特别定制了 16 款桌贴、海
报 ，并先后张贴桌贴 1 万份 、海报 200
张，同时组织开展各街镇评比，点带面
地组织、动员大家参与其中。

“随着活动持续开展，参加反浪费、
晒光盘行动的人数不断增加，节俭用餐
成为文明新风。我们也希望更多社会力
量加入到这次公益行动中来。 ”该负责
人表示。

宣城湖州打造税收合作区

本报讯 （通讯员 饶卫国 记者 张

敬波）4 月 8 日， 浙江省湖州市税务局
和安徽省宣城市税务局签订税收合作
框架协议。 两地将打造税收合作区，在
组织架构、党建引领、税收合作、人才培
养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进一步优化办
税环境、更新管理理念、创新服务模式。

根据协议，宣城市和浙江省湖州市
税务机关将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设立合
作工作办公室，成立“广德税务—长兴
税务”协作先行区；加强党建联学联建，
共办专题培训，提升党员党性修养和政

治素养；建立税收数据共享互认、税收
改革协同推进、税收服务一体化、税务
监管一体化机制，特别是在增值税专票
电子化试点改革、税收数据交流共享平
台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采取挂职
交流、联合组织干部教育培训等多样化
方式培养税务骨干。

今年全国税收宣传月期间 ，两地
税务部门将围绕 “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 ”主题 ，共同组织开
展 “税官讲税法 ”“税法进校园 ”等一
系列活动。

铜陵开展旅游市场综合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 吴彬 李莉）为进
一步规范铜陵市旅游市场秩序，把好旅
游市场安全质量关，保障消费者合法权
益，日前，铜陵市对旅行社、星级宾馆、
景区开展联合检查。

铜陵市在开展旅游市场秩序联合
检查工作中， 详细查阅相关企业安全

生产台账 、措施落实情况 ，以及产品 、
招徕、 合同签订等是否存在违法违规
事项， 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好安全生产
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强化安全合规
经营意识， 自觉维护消费者权益和旅
游市场秩序，保障旅游质量。

灵璧加快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许

聪）灵璧县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加大
对中医药事业发展投资力度，加快推动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全县中医药在产
业规划、标准制定、质量管理和科技攻
关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

灵璧县政府将中医药工作纳入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将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纳入县政府年度目标管
理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并将考核结果
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
主要依据。

该县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明
确承担中医药管理职能的机构，合理配
置人员力量。对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作
出突出成绩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同时，将中医药
事业发展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

持续稳定的中医药发展多元投入机制。
在卫生健康投入中统筹安排中医药事
业发展经费并加大支持力度，中医药事
业发展经费年增长率要高于卫生健康
总投入年增长率。

灵璧县加大对中医药事业发展投
资力度，改善中医医院办院条件，扩大
优质服务供给，切实保障公立中医医院
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
展、人才队伍建设、离退休人员费用和
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等六项投入责任落
实。 同时鼓励各级政府投资基金、产业
发展基金加大对中医药产业支持力度。
引导商业保险机构投资中医药服务产
业。 建立中医价格医保联动机制，增设
中医医疗服务项目，完善体现中医医务
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形
成和动态调整机制。

凤台经开区加速产业集群发展

本报讯（记者 柏松）凤台经济开发
区坚持资源集约、发展集聚原则，进一
步明确各园区发展方向，加速产业集成
发展。

凤台经济开发区加快园区标准化
厂房建设，统筹抓好道路、供水、供电、
供热等基础配套，结合“四送一服”活动
开展，根据企业 2020 年营业收入、行业
类别等信息，提前梳理了符合申报标准
的“准”规上企业，对每个企业确定升规
指导服务团队，建立企业数据库，实施
精准服务，不断培育本地企业。 开发区
紧紧围绕主导产业， 突出全员招商、以
商招商、产业招商，建立产业精准招商
机制，主动承接长三角、珠三角、合肥都

市圈产业转移。
依托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区和省级孵

化器载体， 凤台经济开发区重点引进发
展服务业、工业地产、总部经济等产业业
态。 开发区内，凤凰产业园、桂集产业园
重点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
兴产业开展招商引资、强链补链，与国家
级农业科技园区深加工板块深度对接融
合，协调发展。持续对接永辉彩食鲜加工
配送项目、注塑项目、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制造项目等制造业项目， 巩固提升主区
制造业、服务业；加快推进海王医药、捷
宝金属材料、华昌宇电子项目等长三角、
珠三角洽谈合作项目落地实施， 促进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4 月 8 日， 亳州市谯城区张店乡
泥店瓜果蔬菜交易市场内，农民在出
售蒜薹。 今年，当地 15000 亩蒜薹喜
获丰收。 据介绍，每亩大蒜产蒜薹约
1500斤，亩产值在 8000元左右。

本报通讯员 刘勤利 张红艳 摄

万亩蒜薹喜丰收

全国“最美思政课教师”合肥讲党史

本报讯 （记者 汪永安）4 月 7 日，
全国“最美思政课教师”、安徽师范大学
教授路丙辉来到合肥市西安路学校，开
展党史知识讲座。 合肥实验教育集团、
合肥市第五十六中学、合肥市金葡萄小
学、合肥市仁和家园幼儿园全体党员教
师参加了本次讲座。

路丙辉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
范教师，全国最美思政课教师，全国师
德标兵， 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
在讲座中，路丙辉围绕“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
述，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
意义”“认真研读党史基本著作，全面了
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
历史性贡献”“深刻把握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学
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等方面进行
了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