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全省已新增 7家上市公司
本报讯（记者 何珂）6 月 11 日，记者从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获悉， 今年以来，全
省新增上市公司 7 家，居全国第 7 位。 分地
域来看，新增的 7 家上市皖企中，有 3 家位
于合肥，芜湖、六安、滁州、马鞍山各 1 家；分
板块来看，挂牌主板、创业板的各 2 家，科创
板 3 家。 截至目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已达
133 家，上报在审企业 14 家，过会待发（含过
会待注册）企业 7 家。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 我省积极推进全省企业对接资本市场首
发上市，深入开展全省上市后备资源摸排，对
接主板、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精选层及境

外市场上市要求， 分层建立拟上市企业后备
资源库，梯次推进后备企业规范达标。截至目
前，全省已入库重点后备企业达210家。同时，
完善企业上市挂牌奖励机制， 变 “一次性奖
励”为“分阶段奖补”。对在公开市场首发上市
企业，省财政自企业完成股改起，分阶段累计
给予不超过400万元奖励。对在全国股转系统
创新层挂牌企业给予15万元奖励， 晋层至精
选层的补齐至50万元奖励， 转板至沪深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补齐至400万元奖励。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皖企有实力、有意
愿冲刺资本市场。 统计显示，2020 年安徽新
增上市公司 20 家，创下历史新高。

我省中考今日启幕
本报讯 （记者 陈婉婉） 我省 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于 6 月 14 日统一
开考，其中 6 月 14 日至 16 日为九年级
统考，6 月 17 日为八年级统考。 今年中
考首次使用二代身份证进行报名，考生
信息更加准确。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文化课考试由全
省统一命题、统一制卷。 今年全省九年级
中考共有考生67.05万人，同比减少0.52%，
共设94个考区、439个考点、22425个考场，
将依次进行语文、物理/化学、数学、道德
与法治/历史、英语科目的考试；全省八年
级中考共有考生76.23万人， 同比增长

9.4%，共设94个考区、832个考点、25695个
考场，将进行生物学/地理的考试。

其中，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实行纸笔闭卷考试，语文考试允许使用
正版学生字典；道德与法治、历史实行
纸笔开卷考试，允许携带教科书等相关
资料。 生物学、地理实行纸笔闭卷考试。
各学科考试均不允许使用计算器。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阅卷工作由各
市组织。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要综合考虑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
价结果，积极推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以
等级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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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湖北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
集贸市场燃气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
财产安全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氛围
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6 月 13

日 6 时 40 分许，湖北十堰市张湾区艳湖
社区集贸市场发生燃气爆炸。截至目前，
事故已造成 12 人死亡、37 人重伤， 另有

部分群众不同程度受伤。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 湖北

十堰市燃气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教训深刻！ 要全力抢救伤员，做好伤
亡人员亲属安抚等善后工作， 尽快查明
原因，严肃追究责任。 (下转 3 版)

我省全面开展“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颁发

29.2万余名老党员将获颁纪念章
本报讯（记者 黄永礼）“能在年轻时

加入党组织，跟党抓生产搞建设，是这辈
子最光荣的事，现在年纪虽然大了，但跟
党走的心永远不变。 ”6 月 10 日，凤阳县
小岗村 ，接过 “光荣在党 50 年 ”纪念章
时，78 岁的老党员王玉平充满感慨。按照
党中央统一部署， 日前， 我省全面启动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颁发工作。

据介绍，此项工作是建党 100 周年庆
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颁发对象为健
在的截至今年 7 月 1 日党龄达到 50 周

年、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 全省共有 29.2
万余名老党员将获颁纪念章。

省委组织部有关处室负责人介绍 ，
目前， 各地各单位陆续举行庄重简朴的
仪式，向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 合肥市、
芜湖市和省直机关工委等， 结合召开老
党员老干部座谈会， 率先开展纪念章颁
发工作。 安徽农业大学、淮南矿业集团、
金寨县、凤阳县小岗村、岳西县石关乡等
地等单位也举行仪式颁发纪念章。

一百年征程浩荡，五十载红心依旧。

佩戴上纪念章，老党员们激动万分、满怀
自豪， 表示深切感受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要始终
牢记党的宗旨，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力所能及地发挥老党员的余热， 用实际
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不忘百年奋斗路，红色薪火代代传。
老党员老前辈们的奋斗历程和光辉事
迹， 深深触动着青年党员的心。 他们表
示， 倾听了老党员们的事迹后， 深受感
动、备受鼓舞，新一代的共产党员，有责

任从他们手中接过交接棒，初心不改，使
命不移，在党爱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根据安排，全省各级党组织将在7月1
日前，通过会议、走访慰问等方式，及时有
序将纪念章发放到老党员手中，让他们切
实感受到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褒扬。

据了解，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
章，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首次颁发以
后， 将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 一般每年
“七一”集中颁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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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平时上班没
时间去车管所 ，如
今晚上在家门口
就能换驾照了 ，真
是帮我解决了大
难题！ ”近日，拿到
新驾照后， 滁州市
民刘女士向记者
连连称赞自助办
证方便快捷。

刘女士的驾驶
证临近期满需换
证， 但由于平时工
作忙， 一直无法请
假去车管所办理
换证业务。不久前，
刘女士听说滁州
市公安部门在人
保大厦营业厅设
置“7×24 无人智慧
车管所”， 可以 24
小时自助办理驾
驶证相关业务 ，她
便来此打算试一
试。 通过自助体检
机完成证件照拍
摄、 视力听力测试
等相关检查， 刘女
士提交换证申请 ，
一份崭新的驾驶
证出现在她的面
前， 整个过程仅用
时 5 分钟。

(下转 3 版)

安徽新增11项国家级非遗项目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国务院近

日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85项和扩展项目
名录140项，安徽共11个项目入选。

在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名录中，合肥市“包公故事”入选民
间文学类，亳州市“西凉掌（亳州晰扬
掌）”、阜阳市临泉县“临泉杂技”入选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安徽省“徽
菜烹饪技艺”入选传统技艺类。

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扩展项目名录中 ，黄山市休宁县 “龙
舞（徽州板凳龙 ）”入选传统舞蹈类 ，
芜湖市南陵县 “目连戏 （南陵目连
戏）”、亳州市谯城区“淮北梆子戏”入
选传统戏剧类 ，宣城市广德市 “制扇
技艺（王氏制扇）”、安庆市潜山市“陶
瓷烧制技艺 （痘姆陶器烧制技艺）”、

亳州市 “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 （古井
贡酒酿造技艺）”入选传统技艺类，黄
山市祁门县 “中医诊疗法 （祁门蛇伤
疗法）”入选传统医药类。

我省认真贯彻落实 “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
作方针 ， 践行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
念，大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
护事业，开展生产性、整体性、教育式
等保护方式， 采取建立传承人档案、
搭建传承平台 、记录性工程 、拓展传
习渠道 、 扩大宣传推介等一系列措
施 ， 加强非遗名录和传承人队伍建
设，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家 、省 、市 、县
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收到显著
成效。 目前，全省拥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命名的人类非遗名录项目 3 项，
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 99 项。

长三角“合法性审核机制”
一体化建设合作签约
本报讯 （记者 李晓群 通讯员

彭继友）6 月 10 日， 由司法部组织推
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安徽省
共同参与发起的长三角区域行政规
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一体化建
设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芜湖举行，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法治建设迈出了重
要一步。

长三角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
审核机制一体化建设，将不断健全政
策制定协同机制，推进政策互认和政
策协同，优化营商环境 ，完善涉及重
点领域制度规则和重大政策的规范
性文件审核标准的沟通协调机制，提
高政策制定统一性、规则一致性和执
行协同性，加快形成科学高效 、保障
有力、 协同运行的一体化审核机制，
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

上海市政府办公厅、 江苏省司法

厅、浙江省司法厅、安徽省司法厅作为
省级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
机构， 将认真履行合作协议， 展开合
作，主要包括：选择市场准入、要素流
动等已有一定基础的领域推进政策互
认，在产业发展导向、项目准入标准等
方面，推动政策协同；研究建立联席会
议和重大事项会商制度； 加强机构队
伍建设；规范审核工作程序，根据一体
化建设的要求，研究调整本省（市）合
法性审核程序， 明确长三角一体化协
同的程序要求；分类细化审核标准，结
合区域特点， 探索研究与一体化发展
相适应的合法性审核标准； 强化结果
实际运用， 提高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
核意见的权威性， 研究制定合法性审
核意见采纳制度；加强信息化建设，探
索建立标准统一的规范性文件管理系
统， 形成大数据库， 确保数据内容准
确、更新及时、方便查询。

连作共生 稻壮虾肥
■ 本报记者 林春生

本报通讯员 陈磊

6 月 8 日， 铜陵市普济桑田稻渔生态
发展有限公司，工人们在稻虾鳖连作共生
试验田中收笼捕虾，在分拣中心清洗龙虾
分拣称重，小龙虾装箱进行编码后，再经
由专业冷链物流送往市场。

“每年4月底到6月中下旬是龙虾收获

季，我们平均每天发送龙虾2万斤。 ”普济桑
田稻渔生态发展公司副总经理吴胜华告诉
记者， 公司去年首批稻虾鳖连作共生试验
成功，与传统单一稻田种植模式相比，稻虾
混养平均每亩增加纯利润500元至1000元，
稻虾鳖连作共生可以再增加纯利润1200
元，且共生模式养殖的鳖以龙虾为食，基本
类似野生状态，品质好，受到市场青睐。

普济桑田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 月，临

近铜陵市郊区灰河乡马洼村，是安徽省普
济圩现代农业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 该公
司一期投资 5000 万元， 已建成 5232 亩稻
渔共生基地项目， 其中包括 4000 亩稻虾
连作共生基地、400 亩与省农科院水产所
合作“沿江平原稻田综合种养技术模式优
选与技术集成示范”、500 亩淡水澳龙稻田
综合种养基地、200 亩稻鸭共生基地、100
亩稻鱼共生基地。 此外，该公司还与中科

大合作建设信息化平台项目，即小龙虾通
过智能分选机分拣、打包装箱后，利用手
机端 App 随时掌握小龙虾集装箱运输动
态，做到产品可溯可查。

“这个项目带动了一批上岸渔民务工，
每年龙虾捕捞季，大约三四个月短期务工，
每户增加收入 3 万元至 4 万元。 ”吴胜华告
诉记者，目前，为公司务工的上岸渔民主要
来自铜陵郊区江北三镇， 分拣中心的工人
主要为周边村民，这项工作劳动强度不大，
工作时间一般从早晨到中午结束。

“乡村振兴，企业责无旁贷。 ”吴胜华
说，公司下一步将为周边种养大户提供种
养、分拣、销售全产业链技术支持，带动更
多农户增加家庭收入。

6 月 12 日，宿
州市埇桥区时村

镇冲疃村党员志

愿者在帮助农民

抢时播种玉米。 连
日来 ，该镇在 “我
为群众办实事 ”实
践活动中，组织成
立 26 支党员为民
服务志愿队，帮助
群众抢收抢种。

本报通讯员

李华勋 摄

我省加强建设农村生活垃圾中转站
本报讯（记者 何珂）近日，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印发 《关于加强农村生活垃
圾中转站建设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明
确到 2022 年底，确保农村生活垃圾及时
转运不积存。

中转站是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
体系的中间环节。中转站要做到雨污分
流设施配套建设到位，避免雨水或其他

水体流入生活垃圾体， 以减少生活垃圾
污水产生量；应配建压滤污水收集池，压
滤污水经预处理达到纳管标准后方可排
入污水管网 ；要完善粉尘 、噪音 、恶臭气
体等环保配套设施， 避免对周边环境产
生不良影响； 中转站的生活垃圾要及时
压缩转运，杜绝出现积存等现象。

我省农村生活垃圾中转站大多为

“十二五 ”期间所建 ，随着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的深入推进， 部分地区中转站
转运能力不足， 且一些现有中转站也
急需维修和更新换代。 此次《通知》明
确， 各地要抓紧开展中转站等中转设
施存在问题大排查、大整改，补生活垃
圾中转能力不足、设施落后之短板。需
维修、更新换代提标的中转站，要立行
维修更新到位，确保正常运行；需新增
中转站等中转设施的县 （市 、 区 ）、乡
镇 ，应制定新建计划 ，到 2022 年底要
实施到位。

抢种玉米

端午假期，在宁国千年古镇胡乐镇老街上，村民
们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活动，大家分坐“长桌”两
边，包粽子，品美食，话家常，共度佳节。

特约摄影 李晓红 本报通讯员 章念东 摄

老街粽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