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打击经济犯罪绩效全国领先
本报讯（记者 李晓群）近日，省公安

厅通报了近期我省经济犯罪总体形势及
2020 年全省公安经侦重点工作开展情
况， 去年我省经侦综合打击绩效位列全
国第四，“猎狐 2020”总缉捕数位列全国
同组第一。

据了解 ， 从去年打击经济犯罪整
体情况来看 ： 全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
“四升二降一持平 ”的趋势 ，危害税收
征管 、扰乱市场秩序 、职务侵财及破坏
金融管理秩序四类案件同比分别上升
32%、18%、12%、6%；金融诈骗 、侵犯知
识产权两类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11% 、
6%； 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案件同比

持平。
去年， 我省在打击涉疫突出经济犯

罪上取得新成效。 疫情期间针对防疫用
品的侵权假冒及金融诈骗等突出经济犯
罪活动， 全省公安经侦部门先后侦办危
害疫情防控的刑事案件 30 余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38 名，打掉犯罪团伙 15 个，捣
毁犯罪窝点 23 处，缴获假劣口罩 180 余
万只及大量酒精、无纺布等物品，涉案总
价值 1300 余万元。

持续开展打击地下钱庄 、 涉税犯
罪等专项行动 ，成功打掉 16 个地下钱
庄团伙 ，先后侦办宣城 “12·31”等一批
有影响的案件 ， 工作成效先后受到公

安部 3 次通令嘉奖 。 强化风险综合处
置，有效化解了一批经济金融风险。 先
后清理办结 2018 年以来立案尚未侦
查终结的非法集资案件 87 起 ，组织对
“北京银谷 ”“中永诺信 ”“动物世界 ”等
案件开展跨省联动查处 ，实现了 “以打
促稳”。 在纵深推进“猎狐”境外追逃行
动上取得新突破。 以“压存量、控增量，
追逃追赃并举 ”为目标 ，依托反腐败国
际追逃追赃工作机制 ，积极通过边控 、
缉捕 、劝返等方式 ，逐一对 61 名境外
逃犯开展实地调度 ，成功抓获 34 名境
外逃犯。

·中央媒体看安徽·

·“四送一服”在行动·

便民办税 惠企暖心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鲁玉杰

“这一趟乡村游既体验了乡村美景，
又收获了税收知识， 很多涉税业务在家
上网就能操作了。 ”近日，在亳州市谯城
区十河镇大周村润耕天下农场举办的税
收宣传月现场， 游客李女士为税务部门
不断提升的便民服务点赞。

今年 4 月是第 30 个税收宣传月，谯
城区税务局从办好惠民实事出发， 税宣
月启动仪式搬到乡村。 税收宣传员通过
设立咨询台、向过往游客发放宣传手册、
现场讲解和操作辅导等方式， 宣传税收
惠农、惠企优惠政策。

“践行税收惠民办实事，要将最新税
收优惠政策送入寻常百姓家， 让税收优
惠红利充分释放，助力乡村振兴。 ”谯城
区税务局副局长张东林表示， 该区税务
部门的 7 个市区代开点和 11 个乡镇代
开点目前全部正常运转， 同时做到当日
开票、当日上解，最晚不得超过次日。 截
至 3 月底，已累计为 6877 户纳税人代开
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 207.05 万元。

今年以来， 亳州市税务局紧盯减税
降费任务目标，全面推进“四送一服”落
细落实。今年一季度，该市各级金融机构
共为 2302 户企业发放税融通贷款 13.6

亿元，办理减免税费 7.67 亿元。 “通过组
建服务团队进企入园宣传税费政策，面
对面服务实体经济， 确保国家税收优惠
政策落实到位，纳税人应享尽享。 ”亳州
市税务局副局长蔡子彬说。

2020 年，为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
尽快走出困境， 该市税务部门积极成立
工作专班，组织业务骨干，利用“四送一
服”平台，主动走访企业，了解生产经营
状况，及时解决企业相关税务问题，并反
复研究、论证，推出了 11 类 35 项 126 条
便民利企措施。

据统计， 去年亳州市新增减税降费
18.96 亿元，为 68 户企业办理延期申报，
为 128 户企业办理延期缴纳税款 4.7 亿
元。全年办理出口退（免）税 4 亿元，企业
所得税多缴税款退税 1.3 亿元， 增值税
留抵退税 7.6 亿元。

近年来 ，亳州市持续开展 “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 推出 4 大类 24 项 70 条
便民服务措施 ，推动 “互联网+税务 ”服
务创新 ，实现 “一网通办 ”，99%以上业
务 “最多跑一次 ”，70%以上业务 “全程
网上办”。 税务部门将围绕“普惠性减税
和结构性减税并举 ”的重要要求 ，进一
步细化措施、简化流程、优化服务，确保
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促进企业
健康发展。科技利器助力防汛

■ 本报通讯员 丁满莲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最近雷雨频繁，内河水位剧增，我们
已进入‘备战’状态，不断加大机组排水作
业力度， 确保 24 小时内降雨量不超过
100 毫米的情况下，广丰圩水系农田不被
淹。”5 月 17 日，东至县长江干堤广丰圩新
河口电力排灌站 6 台轴流泵全力排水作
业，该站站长马勇云正在调试设备。

广丰圩保护面积 325 平方公里，保
护耕地 16 万亩 ，包括杨墩 、北闸 、新河
口、龙家嘴 4 个排灌站。 其中，新河口排
灌站处于雨水最集中的低排片， 是广丰
圩水系里排涝任务最重的站点。 为确保
圩内安全，2019 年 12 月，该县拆除原新
河口老站并在原址建新站。

马勇云指着东边的新建排灌站告诉
记者， 排灌站项目主体工程安装了 4 台
机组，让来水拦得住、排得出。

2020年，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东至县
869处水利工程遭到水毁。 汛后，该县以项
目建设为抓手， 大力推进水毁工程修复，
迅速启动灾后恢复重建 “四启动一建设”
工作方案，谋划开展新一轮“一规四补”水
利建设，补齐水利工程短板，提升防洪排
涝能力，发挥水利工程抗灾减灾效益。

“我们多渠道筹集资金 7260 万元，以
防洪、农村饮水安全和灌溉为重点，分级
负责修复、 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及防洪治
理。 ”该县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王劲松
说，他们正对水毁修复工程以及今年汛前
检查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

在王劲松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东至
县南片山区官港镇政元山水库， 看到一
套雨水情智能监测预警设备正在“守卫”
着水库。

“当水库水位和雨情发生变化，如局
部强降雨或水库超汛限水位时， 预警设
备就会实时将数据上传到县里基层防汛

监测预警平台， 并同步向相关责任人发
送预警。 ”王劲松告诉记者，目前东至县
204 座中小水库监测预警已经全覆盖运
行，实现与水利、气象、自然资源部门数
据共享，消除防汛中的信息“孤岛”。

“除去这些科技设备 ，我们还投入
534 万元采购抽水泵站、 防汛打桩机、反
滤围井、卫星电话等防汛救灾物资。 ”据
东至县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张斌介绍，在
细化、实化各类专项应急预案，督促水利
工程隐患整改等工作的同时， 该县统筹
应急、消防、武警和蓝天、曙光等社会救
援队伍以及乡镇抢险队伍等各类救援力
量，开展防洪抢险应急演练，提升突发险
情灾情先期处置能力和联合作战能力。

“我们通过利用科技手段防汛，加强
与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协调联
动，让防护更精准、治理更高效。”东至县
应急管理局局长、 县防指办主任程步新
告诉记者。

中医药全程、深度介入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朱琳琳）记者日前从

省卫生健康委获悉，自 5 月 13 日六安市
裕安区、 合肥市肥西县发现确诊病例以
来， 全省中医药系统第一时间派驻省级
中医药专家、开展中西医结合救治、实施
中医药早期干预，中医药尽早、全程、深
度介入疫情防控。目前，两市所有确诊病
例全部落实中西医结合治疗， 住院患者
症状改善，病情平稳。

我省第一时间从国医名师、 国家中
医药疫病防治队、 安徽省中医药高级别
专家组、安徽省中医药医疗救治专家组、
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抽调中
医内科、呼吸内科、感染科等具有实战经
验的高水平中医药专家， 驻点六安市人
民医院、合肥市滨湖医院两所定点医院，
纳入当地医疗救治专家组，5 月 15 日全

部驻点到位。同时，成立由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医疗救治
组副组长、 省卫生健康委中医药服务管
理处负责人带队，国医名师、省中医药高
级别专家组成员、 国家中医疫病防治队
队长组成的中医药医疗救治巡回指导
组，5 月 16 日已完成对两市中医药早期
干预和医疗救治第一轮巡回指导。

据介绍 ，按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诊疗方案 （试行第八版 ）》等要求 ，驻点
中医药专家会同两市医疗救治专家组，
采取“一人一团队”“一人一方案”“一人
一处方”，对患者进行分类施策、精准治
疗 。 对收治患者第一时间进行中医诊
断 ，辨证论治 ，安排服用中药汤剂和中
成药， 尽力阻止轻型和普通型转重、无
症状感染者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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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4月全省亿元以上在建省外投资项目 3410个
实际到位资金大幅增长

本报讯 （记者 王弘毅 通讯员 张
雅君）记者 5 月 21 日从省发改委获悉，
今年 1 月至 4 月，全省亿元以上在建省
外投资项目 3410 个 ， 实际到位资金
4386.5 亿元，同比增长 28%。

前 4 月，全省实际到位资金继续呈
现大幅增长， 如按照 2019 年同期数据
计算，2 年年均增长 12.8%。全省新建亿
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 1526 个， 比去年
同期增 加 426 个 , 项 目 数 同 比 增 长

38.7%。新建 10 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
146 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43 个，项目数
同比增长 41.7%。

制造业增势迅猛。1 月至 4 月，全省
亿元以上在建省外投资项目到位资金
在 三 次 产 业 分 布 为 3% 、72.8% 和
24.2%。 第二产业项目 2580 个，实际到
位资金 3194.5 亿元， 同比增长 38.2%，
比重同比提升 5.4 个百分点。 其中，制
造 业 项 目 2490 个 ，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3001.8 亿元，同比增长 40.2%。
四大战略区域强劲发展。 1 月至 4

月，皖江示范区在建亿元以上省外投资
项目 2160 个， 实际到位资金 2967.8 亿
元，同比增长 31.4%，占全省比重 67.7%。
皖北六市在建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
1045 个， 实际到位资金 1273.1 亿元，同
比增长 23.7%，占全省比重 29%。 皖西两
市两县在建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 475
个，实际到位资金 607.5 亿元，同比增长

48.7%，占全省比重 13.8%。 皖南国际文
化旅游示范区在建亿元以上省外投资
项目 1497 个， 实际到位资金 1739.5 亿
元，同比增长 32.3%，占全省比重 39.7%。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深度推进，沪苏
浙在皖投资占比提升。 1 月至 4 月，沪
苏浙在皖投资在建亿元以上项目 1990
个，实际到位资金 2394.8 亿元，同比增
长 37.6%；占全省比重 54.6%，同比提升
3.8 个百分点。

上月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近五成
本报讯（记者 郑莉）据海关统计 ，

2021 年 4 月，我省对“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
出 口 156.8 亿 元 ，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46.7% 。 其中 ， 出口 114 亿元 ， 增长
41.8%；进口 42.8 亿元，增长 61.6%。 对
沿线国家进出口、出口、进口值分别占
同期安徽省相应总值的 26.8%、33.7%
和 17.3%。

4 月，安徽省对沿线国家进出口增

幅高于同期全国对沿线国家进出口整
体增幅 12.1 个百分点， 进出口总值创
近 1 年最高值。

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进出口
占比超 8 成， 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 4
月份，安徽省以一般贸易方式对沿线国
家进出口 126.6 亿元，增长 46.8%，占同
期 我 省 对 沿 线 国 家 进 出 口 总 值 的
80.8%。 同期， 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
21.5 亿元 ，增长 35.1%；以保税物流方

式进出口 4.8 亿元，增长 30.2%；以对外
承包工程出口货物方式出口 1.5 亿元，
增长 353.1%。

各类企业进出口均保持增长 。 4
月份 ，安徽省民营企业对沿线国家进
出 口 88.3 亿 元 ， 增 长 46.6% ， 占
56.3%；国有企业进出口 40.5 亿元 ，增
长 72.9%；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27.9
亿元，增长 20.5%。

越南、印度和马来西亚为我省前 3

大贸易伙伴。 4 月份，安徽对越南进出
口 20.1 亿元 ，增长 101.3%，占 12.8% ；
对印度进出口 18.4 亿元， 增长 130%，
占 11.7%； 对马来西亚进出口 13.6 亿
元，增长 51.6%，占 8.7%。

从产品来看 ， 机电产品出口地位
稳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亮点纷呈。 4
月份， 安徽省对沿线国家出口机电产
品 70.2 亿元，增长 55%，占同期我省对
沿线国家出口值的 61.7%。出口高新技
术产品 25.8 亿元，增长 44.3%。 劳动密
集型产品与“两高一资”产品进口均大
幅增长。 4 月份，安徽省自沿线国家进
口劳动密集型 产 品 3.7 亿 元 ， 增 长
97.9%；进口“两高一资”产品 7.6 亿元，
增长 44.4%。

绿色能源示范村镇建设启动
本报讯（记者 史力）日前，省农业农

村厅、 省发展和改革委等部门通知部署
开展绿色能源示范村镇建设。根据安排，
到 2023 年底全省至少建设 16 个绿色能
源示范村（镇），各市至少建设 1 个示范
村（镇），示范区域内绿色能源使用率达
到 50%以上 ， 或者比示范建设前提高
15%以上。

开展绿色能源示范村镇建设， 主要
是推广应用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地
热能等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 更大范围
和程度地替代传统化石能源。通知提出，
绿色能源示范村镇建设应结合本地实
际，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可选择自然村、
行政村、人口集中居住区、乡镇政府所在
地或工业园区作为示范建设点。 试点单

位应具备丰富的绿色能源资源禀赋，以
及一定的绿色能源开发利用基础， 有稳
定的技术依托单位和市场主体。

根据部署，试点单位主要建设任务包
括发展沼气和生物天然气，推进秸秆能源
化利用，积极推进太阳能、风能等绿色清
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因地制宜发展
地热能。 拓宽农村绿色能源应用领域，以
绿色清洁能源替代燃煤、 薪柴等传统能
源。 在生活领域， 应用于集中居住区、集
镇、学校、敬老院、卫生院等集中用能区域
的炊事供气、清洁洗浴、冬季采暖、道路照
明等；在生产领域，应用于企业园区运营、
工业、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供
气供电供热采暖；在商业领域，应用于餐
饮、酒店、洗浴等供气供热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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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汪
永安 ）5 月 20 日 ，2021
“创响中国” 安徽省创
新创业大赛启动 ，省
内、省外赛区以及海外
赛区参赛项目展开网
上报名审核工作。

“创响中国”安徽省
创新创业大赛是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 决策部署的重要举
措， 是调动全省创新创
业积极性， 促进十大新
兴产业 “双招双引”，加
快汇聚优质创新创业资
源的重要支撑。 大赛已
连续成功举办四届，共
评选出 400个 “双创之
星”，促成 126 个项目获
得 34.46亿元融资。大赛
的获奖项目共获得授权
专利数近 4000个，集聚
高层次人才近 600 人，
带动就业人数超 1.2 万
人。 此外，四年来大赛已
累计招引 67 个海外项
目、37 个省外项目落地
安徽。

本次大赛分初赛、
复赛、 决赛三个阶段，
于 9 月 30 日前全部完
成 。 据大赛主办方介
绍，本届大赛从三个方
面做了提升：在行业设
置方面，聚焦十大新兴
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
术 、人工智能 、新材料

等；在海外渠道合作方面，依托全国唯
一一个欧美同学会海创中心平台 （长
三角海创中心） 链接全球华人华侨和
留学生群体， 让更多海外人才知晓国
内和安徽的创新创业环境， 吸引和汇
聚更多优质海外项目落地安徽； 在政
策支持和服务方面， 细化对获奖项目
的政策支持，包括奖金、融资、落地、创
业辅导、 媒体宣传以及专员服务六大
项。 在奖金方面，大赛共设立 1500 万
元作为项目奖金， 给予获奖项目最高
50 万元的奖励。

5 月 22 日，濉溪县农机技术人员在五里郢农机城调试农机。 麦收临近，该县农
机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农机技术人员深入农村、农机合作社、农机维修网点对农业机
械进行保养调试和检测维修，为全县 200 多万亩小麦的收获做好保障。

本报通讯员 万善朝 摄

5 月 22 日， 在马鞍山市博望
区裕祥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职
工在赶制高端智能数控机床。作为
国家级出口机床系列产品质量安
全示范区的博望区，近年来，通过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集约集聚发
展， 引进一大批数控机床领军企
业，着力打造全国一流的高端数控
机床科技创新和产业集聚基地。

特约摄影 王文生 本报通讯员
聂园 摄

打造智能机床
集聚基地

皖西：革命法庭与环保第一法
本报讯 5 月 21 日，人民法院报第 4

版整版推出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追寻红色司法足迹 ”，刊发 《皖西 ：革命
法庭与环保第一法》， 讲述了霍山县革
命法庭的建设和作用。 报道指出，当年
六安县苏维埃政府立法数量在整个鄂
豫皖地区县级政权中首屈一指，对皖西

地区乃至鄂豫
皖地区的法制
建设产生积极
影响 ， 对根据
地和红军的巩
固与扩大起了
重要作用。

《人民法院报》5 月 21 日推出整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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