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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考试院发布高招志愿填报注意事项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我省 2021年

高招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始， 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 6月 14日发布填报注意事项。

考生应仔细阅读《报考指导》中相
关内容以及招生院校招生章程，充分了
解相关专业对身体条件、分数、语种、面
试等各方面要求后再填报志愿。要注意
的是，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地方专项等
部分招生计划不在《报考指导》上，而是
在省考试院网站发布。

部分专业对身高、视力、色觉均有要

求，请考生参照《安徽省 2021 年普通高
校招生考生体格检查表》，仔细阅读院校
招生章程、《报考指导》 等公布的专业招
生要求或咨询招生院校后再填报。

报考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
的考生须将院校志愿填在院校所在批
次的 A 志愿位置，否则无法录取。

报考军校、公安、司法等有面试、体
检、政审、体能测试等特殊要求的院校，
请仔细阅读《报考指导》或省考试院网
站相关信息，充分了解报考条件后再行

填报。 其中公安、司法类院校（专业）的
国家专项计划列入提前批次， 与公安、
司法类院校普通专业不可兼报，在其普
通专业投档前单独投档录取。

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免费
医学定向等招生类型对户籍、 学籍等有
一定要求， 请务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填报，以免入学时因不符合要求被退学。

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计划，录
取分数线不得低于本科相应批次各有
关高校提档分数线以下 40 分， 在本科

相应批次录取结束后单独投档录取。 填
报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专业志愿
的考生，在志愿填报后须根据当地招办
的安排，签订《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
业志愿申请书》，否则无法投档录取。 请
向招生院校充分了解有关非西藏生源
定向西藏就业的相关政策后再行填报。

部分艺术类院校（专业）对文化课
成绩、专业课成绩等有特殊要求，请仔
细阅读招生院校招生章程和 《报考指
导》或咨询招生院校后再行填报。

高招志愿填报时间及流程公布
本报讯 （记者 陈婉婉）6 月 14 日，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我省 2021 年
普通高校招生考生志愿网上填报方法。

今年我省高招各科类各批次志愿
（含录取期间各批次征集志愿） 仍和往
年一样，通过网络分时段填报。其中，文

理科提前批和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从
6 月 27 日 8 时至 29 日 17 时；普通文理
科本科一批、 二批从 7 月 1 日 8 时至 4
日 17 时；普通文理科专科批次从 7 月 6
日 8 时至 9 日 17 时。

在正式填报前，考生要在充分了解

院校招生章程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成
绩、身体条件、本人志向等，在志愿《预
填表》上先整理填好自己的志愿。 《预填
表》由学校发放，考生也可以自行在安
徽招生考试网 （www.ahzsks.cn）公告栏
中自行下载打印。

省考试院强调，志愿填报系统将绑
定各填报点 IP 地址， 考生只能在各级
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地点填报。在填
报时间段内，考生按照事先填好的志愿
预填表内容， 由本人上网录入志愿信
息，志愿录入完成核对无误后提交。 确
认点管理人员通过读取考生身份证信
息现场打印志愿确认表，由考生本人现
场签字确认，他人不得代签。 志愿信息
一旦提交，任何人不得修改。

66 月 1100 日，，航拍的巢湖市散兵镇大岭村白云庵民宿，，风景
宜人。。近年来，，散兵镇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对白云庵道路、、绿
化、、美化等方面进行整体提升，，大力开发乡村旅游。。 大岭村先后
被评为安徽省乡村旅游示范村和安徽省百家乡村旅游（（扶贫））示
范村。。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好风景带来好光景

石台强化选派干部日常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雨林 见习记者 阮

孟玥） 石台县健全组织部门和乡镇双重
管理制度，加大选派干部培训学习力度，
石台县强化选派干部日常管理， 多举措
激励督促选派干部担当作为。

近年来， 石台县聚焦供需、 选配环
节， 精准摸排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底数与
各重点贫困村情况，因村选人组队，将熟
悉党群工作的干部派到基层组织软弱涣
散的村， 将熟悉经济工作的干部派到集
体经济薄弱的村， 将熟悉社会工作的干
部派到矛盾纠纷突出的村， 将最强的帮
扶力量和最优的帮扶资源向基层聚集。

该县健全组织部门和乡镇双重管理
制度，落实“七个一”工作法，要求选派干

部每天记录一篇民情日记， 每周梳理一
遍工作台账，每月上报一个亮点工作，每
季度讲一堂党课， 每半年撰写一篇调研
报告， 每年对所驻村进行一次全面调研
走访，每人带动扶持一个致富项目。同时
实行周督查、月跟踪、季调度、年考核和
定期专项督查，建立明责、确责、履责、考
责、问责“五位一体”闭合式责任管理体
系。 该县还通过“走出去”学习发达地区
先进经验，“坐下来” 组织专题培训班、
“沉下去”接受实践锻炼、“一对一”进行
差异化带培。 县乡两级分别建立选派帮
扶工作群， 设立 “选派足迹”“在村这几
年”等专栏分享工作感悟，推动选派帮扶
干部之间横向交流。

灵璧打造 ２０组“党史长廊”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今年，灵璧县
在县城街道、小区、学校，合理利用闲置
区和空白墙， 精心设计打造 20 组 1800
余米的“党史长廊”，用 280 余张图片，图
文并茂述说党史，使之成为接地气、有生
气的党史教育阵地。

灵璧县组织干部群众进行“党史长
廊”内容研讨 ，力求把长廊内容办得生
动鲜活 ，有感染力和代入感 ，能够让参
观群众“重回”历史现场，让干部群众在
党史学习教育中“身临其境”。在人流密
集的商业区，“党史长廊”放置了党的光
辉历程内容； 在居民小区，“党史长廊”
放置了图说百年故事内容 ； 在学校门

口，“党史长廊”放置了青少年学党史内
容；在机关单位 ，“党史长廊 ”放置了党
史学习教育意义 、要求和作用 ；在锻炼
步道，“党史长廊”放置了百句名言忆百
年内容。 “党史长廊”极大方便了干部群
众、学生、家长驻足阅览、学习。

灵璧县还充分发挥“党史长廊”的教
育功能，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参观学习，今
年以来受教育干部群众 5 万余人次。 同
时依托法治文化广场、 新时代文明实践
主题公园、城市主干道、公交车等，精心
打造“行走的红色课堂”，把党史学习教
育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濉溪公安出台 18项便民举措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李

莹）记者从濉溪县公安局获悉，该局日前
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人民群众 18
项便民利企举措，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优化便民服务方式等 6 项举措为，
设立交管“一站式”服务窗口，群众办理
车驾管、 交通违法车辆和轻微事故处理
业务更加便捷；打造 7×24 小时不打烊自
助服务，方便群众办理身份证、交管、出
入境等业务； 在濉溪县政务服务中心公
安综合窗口，工作日期间接受群众预约，
周六集中进行办理。

深化线上一网通办 6 项举措， 涉及
居民身份证全程网办、长三角区域“跨省
户口网上迁移”、推行长三角区域电子驾
驶证和行驶证网上应用、 推行 “学法减
分”服务、“禁区通行证”网上办理、“无犯
罪记录证明”网上申办等内容。

6 项护航企业经济发展举措包括提
供免费印章刻制服务、 实施涉企经营许
可事项告知承诺制、 深入开展 “一企一
警” 工作、 为企业提供安全防范预警服
务、大力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规范开展涉
企执法等内容。

爱心学子捐献造血干细胞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本报通讯员 张苒

6月 9 日，历经近两个月的等待，安
徽工业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本科生李明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
一位白血病患者。 从此，他有了一个特
殊的身份———全国第 11446 位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4月 27 日 ， 正在进行毕业设计的
李明，接到马鞍山市红十字会通知 ，他
的骨髓与一位白血病患者匹配成功 。
李明毅然决定捐献造血干细胞。

早在大二的一次无偿献血活动中，
李明就了解到关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知
识，并报名成为中华骨髓库志愿者。

“医生告诉我，对于白血病患者而言，
骨髓移植是唯一可能根治的希望，而匹配
成功的平均概率为十万分之一。 ”作出捐
献决定后，李明将此事告诉父母。 为了打
消父母的担忧 ， 他向父母科普了捐献

造血干细胞知识，得到了父母的理解与
支持。

今年 4 月末 ， 李明在医生的建议
下 ，开始清淡饮食 ，认真锻炼 ，规律作
息，为骨髓移植做准备。 经配型吻合的
再次确认、全面体检后，6 月 4 日，他前
往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每天注
射造血干细胞动员剂，为捐献做最后的
冲刺。 “医生的照顾、志愿者的陪伴、老
师的关心令我十分感动。 随着动员剂的
打入 ， 就会觉得自己离捐献又近了一
步 。 早日救助患者的期待每天鼓励着
我。 ”李明说。

6 月 9 日，历经 5 个多小时，李明在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 分离出宝贵的 155 毫升造血
干细胞混悬液， 为千里之外的他人续航
生命。 “没想到两年前的一个举动，给一
个家庭带来希望。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
不再经历苦难。”李明想对素未谋面的受
助者说。

传统挂面的幸福味道
■ 本报记者 袁野

本报通讯员 张世巧

手工挂面是六安市裕安区韩摆渡
镇马家庵社区的传统工艺， 对当地居
民来说，做挂面是家传手艺，也是祖辈
传下来的“饭碗”。

6 月 9 日，记者来到韩摆渡镇马家
庵居委会手工挂面示范街区， 不少群
众家门前都挂着千丝万缕的挂面。 挂
面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点点银光，
给小街增添了别样的风景。

在韩摆渡镇先友手工挂面有限公
司里，做了 30 年手工挂面的刘先友熟
练地把晒了一上午的挂面从杆子上取
下，将一捆捆挂面掰成相同的长度，整
齐地放入袋中。

“自从这条挂面示范街搞起来之后，
我们家就搬到了这边。生产环境有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刘先友告诉记者。

“以前挂面只在天冷的时候做，现

在生意好了、环境好了，我们这里一年
四季挂面生产不停啊。 ”刘先友说，夏
天温度高， 生产挂面需要加大量的盐
保持韧性， 这样会影响口感，“如今在
示范街，我们生产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和面等工序都在空调房里进行， 口感
有了保证，即便是夏天，咱们街上的挂
面依然供不应求。 ”

在韩摆渡镇马家庵股份经济合作
社，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将一小捆挂面
包进透明的小圆筒中，做成礼盒包装。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开始加
工精品挂面， 把挂面分成不同等级进
行销售， 这种小筒装的挂面是挂面最
细最好吃的中间部分， 一筒 5 两要 10
元钱，销售不错。 ”六安市裕安区工商
联韩摆渡手工挂面协会会长骆启发告
诉记者，通过与电商合作、参与企业采
购等形式， 合作社的精品挂面也逐渐
打响了品牌，目前合作社已经研发了 3
种不同包装、不同档次的精品挂面，下

一步还打算生产老人、 儿童吃的低盐
挂面，进一步打开市场。

“韩摆渡镇制作手工挂面历史悠久，
长期以来，一直小规模分散经营，各项配
套设施并不完善，产量也难以提高。 ”韩
摆渡镇党委书记洪绍余说。

为促进手工挂面产业做大做强，该
镇立足实际，规划建设了手工挂面示范
街区，沿街弱电入地、安装庭院灯、栽植
绿化、改造路面以减少灰尘污染，对墙
立面进行改造，形成特色街道、特色产
业。 同时，推动成立裕安区工商联韩摆
渡手工挂面协会。

随着手工挂面示范街区建成 ，手
工挂面作坊对生产环境进行了改善 ，
并且办理了食品小作坊登记证， 走上
了统一规范发展的道路。

如今， 韩摆渡镇年产挂面 300 万
斤，产值超千万元，全镇从事手工挂面
生产的群众超过了 150 户。 传统挂面
晒出了幸福味道。

“开心农场”的开心生活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方盼亮 周若扬

近日， 记者来到枞阳县浮山镇太
平村，只见该村的种植基地里，葡萄萌
芽展叶，黄花菜遍地翠绿，工人忙着在
田间劳作。

在葡萄采摘园，20 多名工人穿行
其间，正在忙着葡萄卷须摘除、抹芽定
枝等精细活。

“现在正是大棚葡萄管理最忙碌的
时期，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今年的收
成。 ”太平村党总支书记齐美树说，该基
地面积约为 40 亩，种植了阳光玫瑰、夏

黑等 １０余个优质葡萄品种， 年产值 １０
余万元。

在黄花菜基地，同样是一片忙碌场
景，工人在弯腰锄地，田地里绿意盎然。

“在这里做的活都是些轻巧的事，
一年四五十天活能增收四五千元，好着
呢。 ”在太平村的黄花菜特色种植基地
里，59 岁的村民施成虎一边锄草一边
对记者说，他因患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
动，黄花菜种植基地建成后，他每年都
会来这里从事除草、采摘等简单工作。

2017 年， 太平村成立村级合作社
后，因地制宜，投入资金 36 万元新建
了 40 亩葡萄采摘园，又与当地种植大

户开展合作，投入资金 70 万元新建了
100亩黄花菜特色种植加工项目。

“葡萄基地一年产值 １０ 余万元，黄
花菜基地去年产值约为 30 万元， 赶上
丰产期预计可达 50 万元。”齐美树告诉
记者，两个基地就是当地村民的“开心
农场”，激活了村集体经济，吸纳了大量
村民务工增收，去年基地支出的工人工
资超过了 50 万元， 打开了农民就业增
收新路子。

“今年，我们又新引进了葡萄中高端
品种妮娜皇后，明年就能挂果。等基地的
葡萄都到了丰产期， 预计每年可以为村
集体经济增收三四十万元。 ”齐美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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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 华 社 电

（记者 帅才） 近年
来， 甲状腺结节的
发病率上升， 特别
是老年人甲状腺结
节高发。 一般甲状
腺疾病诊疗方案和
管理模式不适宜照
搬至老年人， 否则
容易导致干预过
度， 影响老年人生
活质量。

专家指出 ，最
新流行病学调查表
明我国老年人甲状
腺疾病发病率升
高， 究其原因主要
是预期寿命的延长
和人口老龄化加
速， 以及激素测定
和影像学技术的日
益发展， 导致有更
多的老年亚临床甲
状腺功能减退 、老
年亚临床甲状腺功
能亢进和更多的甲
状腺结节被检出。

专家认为 ，很
多人特别是老年人
在体检时查出患有
甲状腺结节， 甲状
腺结节包括恶性结
节和良性结节。 大
多数良性结节不会
发展成癌， 在发现
甲状腺结节可疑恶
性时， 应持续随访
观察或进行甲状腺
穿刺。

专家建议 ，预
防甲状腺结节 ，应

摄入适当的碘量，多吃蛋白质食品，不
要吃过多辛辣食物，不要抽烟、喝酒，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特别是要保证
良好的睡眠，经常进行运动，避免情绪
过度波动； 定期做甲状腺功能和甲状
腺彩超检查， 一旦发现患上甲状腺结
节，不要太过紧张，应避免过度干预，
应科学遵循医嘱进行治疗。

·健康顾问·

连日来，合肥电力安装有限公司施工人员奋战在合肥市轨道交通一号线三期工
程电缆迁移现场。 该公司通过优化劳动组合，实行“项目制+班组”工作模式，推行不
停电作业和电气设备试验、安装、调试等“一体化”工作流程，为合肥城市建设做好配
套服务。 本报记者 陈明 本报通讯员 顾博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