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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
浩）日前，省侨办举行第
二次“连心侨”云上见面
会， 与海外侨胞共同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加拿大、 美国、哥
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巴西、智利等美洲 6 个
国家 17 名侨领参加视
频连线。参会侨领纷纷
抒发对建党百年的喜
悦之情，认为在这一重
要时刻举行云上见面
会很有意义，让因疫情
不能回国的侨民同样
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
围，感受到家乡的关怀
和温暖。 侨领们表示，
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
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
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
担当，令海外侨民深感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坚
信中国共产党将会为
世界的和平安宁、共同
发展 、文明互鉴 、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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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岭追寻红色印迹
■ 本报记者 朱琳琳

“周总理 ，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
里呀？ 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
您……”6月24日 ，泾县新四军军部旧
址纪念馆大厅内 ，讲解员声情并茂地
进行 “微党课 ”现场教学活动 ，来自江
苏盐阜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一行
40人正听得入神。

1988 年 1 月入党的盐阜公路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贾秀全，谈起
此行感受颇深。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
在我的家乡盐城，一直都想来看看军部重
建之前是什么样的。 今天我们组织单位
优秀职工、 业务骨干来到云岭参观学
习。 ”贾秀全告诉记者，新四军从装备简
单的部队成为一支铁军，不畏困难、不折
不挠的精神鼓舞着他， 作为共产党员将
不忘初心，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应有的力量。

泾县依托国家 4A 级景区新四军军
部旧址纪念馆和皖南事变烈士陵园、王
稼祥事迹陈列馆、茂林赤坑山蜜蜂洞等
著名红色景点，打造“传承红色基因 弘
扬新四军精神”党史学习教育精品路线。
其中，新四军军部旧址更是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要阵地，前来云岭追寻铁军精神、

感悟初心的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还利用丰

富的馆藏文物史料，运用新颖的场景设
计和沙盘模型、人物塑像、幻影成像、声
光电多媒体高科技手段，展现了新四军
从 1937 年组建到 1947 年番号撤销波
澜壮阔的十年战斗历程。

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副馆
长、文博副研究馆员甘桐文介绍，为丰
富党史学习教育、 用好用活革命旧址，
该馆新开辟新四军司令部、 大会堂、政
治部、中共中央东南局党史学习主题教
学特色线路，举办《云岭烽火———党领
导的新四军》专题陈列展；开发《用一生
坚守的初心》《最后一发子弹留给自己》
等旧址现场教学“微党课”；编印《党领
导的新四军》专题党建画册和党史学习
培训宣传册页； 开发红色文创产品等，
深受参观者喜爱。

据悉，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
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累计接待参观近
20 万人次。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作为党的
红色家园的守护者和新四军精神的传
承人， 将充分发挥好载体和阵地作用，
讲好党史故事。 ”甘桐文说。

连日来，泾县邀请党史和新四军研
究专家及党校教师开设《云岭三年》《皖

南事变及其历史启示》《新四军精神的基
本内涵》等专题精品课程，打造新四军特
色教学课堂；制播《红色泾川 百年记忆》
等党史、新四军题材的专题节目，通过电
视、微信、抖音、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全网
推送，让红色教育更生动、更便捷地走近

大众；编写《红色故事汇》党性教育读本，
创作 《云岭颂铁军情》 舞台剧、“红色云
岭”革命题材情景剧，将新四军精神学习
融入到党史宣传教育中。泾县还组织“青
少年学党史”“新四军精神进校园”活动，
让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6 月 22 日，工作人员在淮北新华书店有限公司“献礼建党 100 周年”主题出版物展示区精心整理展台。为充分发挥主渠道作
用，淮北新华书店有限公司集中展示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百余种相关出版物，设立红色书籍专区专架，满足市民阅读购买党建
读物需要。 本报通讯员 周方玲 蔡冬 摄

6 月 24 日，在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大会堂），江苏盐阜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员工在听“微党课”。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10米车厢就是我的家”
■ 本报见习记者 朱茜

5 月 21 日， 程惠玲被发展为中共预
备党员。 “成为一名预备党员，我感到非常
光荣。 我会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更加
积极的工作态度，继续为市民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 ”程慧玲十分动情地告诉记者。

程惠玲是黄山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5 路公交车驾驶员， 在平凡的岗位上她
干一行爱一行，一步一个脚印，真诚服务
乘客。 近年来，程惠玲先后获得“全国劳
动模范”、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从事驾驶工作 16 年来， 程慧玲发
现，榜样的力量一直伴随着她。公司的党
员同事们吃苦耐劳， 程慧玲在他们的身
上感受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最让
她深受触动的是，在重大任务面前，党员

总是冲在一线， 这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
她、感染着她，坚定了她加入党组织的决
心。 2019 年 9 月 15 日，她郑重地向公交
公司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2020 年新春伊始，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她主动请缨，
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 “关键时刻，我
应该冲在一线，守车有责、担责、尽责。 ”
程慧玲说。在防控一线，她担负起防疫知
识宣传、使用后的口罩处理、车厢喷药消
毒预防等工作。每一趟行驶结束，她都会
把车厢的每个缝隙，特别是扶手、座椅等
人们经常接触的部位仔细消毒擦拭。 在
防汛任务中，她仍然冲锋在前，用满腔的
热忱和高度的责任感保障城市客运动脉
的运转。

眼里有偶像，心中有力量。 “把简单

的工作天天做好就是不简单， 在平凡的
岗位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就是不平凡。”程
慧玲坦言，“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公交系
统的杰出代表”李素丽是她的偶像，李素
丽的事迹一直鞭策着她在岗位上尽职尽
责。 16 年来，程慧玲安全行车 60 多万公
里，从未出过一次安全事故，从未受过一
次乘客投诉。

“对我来说，10 米车厢就是我的家，
为每位乘客营造一个舒心、 放心的乘车
环境， 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是我应尽
的义务。”陈惠玲笑着说。每天，她都坚持
提前 30 分钟到岗，仔细做好车辆卫生及
安全检查工作，确保万无一失。无论在生
活中遇到什么烦心的事， 她从来都不会
把不快乐带进车厢， 始终保持微笑迎接
每位乘客。

·爱党信党跟党走

前 5月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逾四成
本报讯 （记者 郑莉 ）据海关统计 ，

2021年1月至5月，安徽省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665.5亿元人民币，比去
年同期增长44.3%。 其中， 出口480.2亿
元，增长39%；进口185.3亿元，增长60%。

5 月份 ，我省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 进 出 口 141.2 亿 元 人 民 币 ， 增 长
44.6%。 其中，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近八
成，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

同 期 ， 以 加 工 贸 易 方 式 进 出 口
21.7 亿元 ，增长 48.2%；以保税物流方
式进出口 4.1 亿元 ，下降 58%；以对外
承包工程出口货物方式出口 2.2 亿元 ，

增长 356.8%。
各类企业进出口均保持增长。 5 月

份 ， 民营企业进出口 76.4 亿元 ， 增长
30.9%，占 54.1%；国有企业进出口 35.7
亿元，增长 69.4%；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29.1 亿元，增长 60.3%。 越南、印度和马
来西亚为前 3 大贸易伙伴。

机电产品出口地位稳固， 高新技术
产品亮点纷呈。 5月份，我省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出口机电产品65.5亿元，增
长45.2%， 占同期对沿线国家出口值的
62.8%； 出口高新技术产品27.4亿元，增
长38.4%。

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本报讯 （记者 夏胜为）6 月 27 日，

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6 月 27 日 20 时至 6 月 28 日 20 时，六
安市的金寨县、霍山县，安庆市全境，池
州市全境，黄山市全境，宣城市全境，广
德市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请注
意防范，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旦
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

我省县域特色
农业获金融支持

农户可申请 60 天免息贷款

本报讯（记者 史力）记者从省农业
农村厅获悉，即日起网商银行与全国各
地农业农村部门合作实施“助农计划”，
我省砀山梨、中草药、坚果等三类县域
特色产业被纳入名录，相关经营户将可
以获得最高 60天的免息贷款。

据了解，通过该项“助农计划”，全
国 100 个县域的特色产业将获得农村
普惠金融支持， 相关农户和电商卖家
等通过手机即可申请 2 个月免息贷
款。 此外，由当地政府选拔的 1000 位
产业带头人，可以获得全年免息贷款。
“不需要跑银行网点， 也不需抵押，非
常方便。 ”在砀山，当地砀山酥梨种植
经营户武妍彦表示， 通过此次活动获
得网商银行的免息贷款， 对销售旺季
资金周转非常有帮助。

据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9 年 10 月省农业农村厅与网商银
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围绕乡村产业
发展加大金融科技赋能，加速推进金融
服务下沉乡村一线，有效提升数字普惠
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 截至目前，全省
49 个县（市、区）已同网商银行开展合
作，累计超 140 万农户获得网商银行总
额达 1400亿元的贷款支持。

安徽省医工协同创新中心揭牌
推进高端医疗装备国产化

本报讯（记者 吴量亮 ）6 月 23 日 ，
安徽省医工协同创新中心在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省立医
院 ） 揭牌 ， 该中心由省经济和信息化
厅 、省卫生健康委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成立。 据悉，这是国内首个由政府
主管部门批准 ， 医疗机构和高端医疗
装备制造企业共同发起的医工协同创
新中心。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国产医
疗装备为疫情防控、 患者救治及最终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了重要物质基
础， 但也显露了行业发展存在的一些短

板和弱项。 “临床专家的创新和构思，需
要工程技术理论知识和成果支撑转化；
同时，医疗设备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对
医疗专业场景和需求缺乏直接沟通渠
道。”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负
责人说， 安徽省医工协同创新中心将立
足临床医学需求和人民健康需要， 以问
题为导向，发挥好“孵化器”作用，构建政
府、 医疗机构和高端医疗装备生产研发
企业之间创新协同机制， 为临床医学与
工程技术之间、 临床专家与医疗设备生
产企业之间、 医疗装备企业与政府之间
等多方沟通、合作搭建协同创新平台，形

成“政产研学用”协同创新合力，服务我
省乃至全国的高端医疗装备科研与生
产。 欢迎国内外致力于医学装备创新的
科研院所、 医疗机构、 高端医疗装备企
业、 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及资本和其他
市场要素加入。

省经信厅负责人表示，希望安徽医
工协同创新中心的成立能打破领域、专
业限制 ，通过各方携手 ，推进医工协同
创新与发展，助力安徽高端医疗装备产
业自立自强，逐步实现我省高端医学装
备制造从 “追赶 ”到 “并跑 ”甚至 “领跑 ”
的转变。

1724亿元！ 一批交通项目公开“招引”
本报讯（记者 范克龙）为全面落实

省委、省政府“双招双引”决策部署，加快
推进 “四上安徽 ”建设 ，6 月 24 日 ，全省
交通项目“双招双引”推介会在肥召开。
会议推介一批全省高速公路、 普通国省
道、水运工程、民航机场项目，重点推介
16 个高速公路项目（约 1040 公里）、2 个
普通国省道一级公路项目 、5 个水运工
程、3 个机场项目，总投资约 1724 亿元。
会议期间， 省交通运输厅与农发行安徽
省分行、 国开行安徽省分行等金融机构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近年来， 我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等国家战略机遇，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长足进步。 截至 2020 年底，全省高
速铁路运营总里程 2329 公里，居全国第

一； 全省公路总里程达 23.6 万公里，其
中高速公路 4904 公里；内河通航总里程
5777 公里， 长江淮河即将贯通联接；合
肥新桥机场“一枢纽一中心”建设加快推
进，5 个支线机场新改扩建梯次推进，结
构合理、协调配套、立体衔接的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已初步形成。

聚焦建设交通强省， 我省加快构建
“123 出行交通圈”“123 快货物流圈”，建
设发达高效的快速网、 完善顺畅的干线
网、 广泛便捷的基础网 “三张交通网”；
“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又进一步系统部署建设“轨道上的安徽”
“高速上的安徽”“航道上的安徽”“翅膀
上的安徽”的“四上安徽”交通体系，绘就
了建设交通强省的宏伟蓝图。

新型轨道交通创新发展大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6月24日至25

日， 由合肥市政府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主办，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单轨交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
新型轨道交通创新发展大会在合肥举
办。这是合肥市、中国中铁深化企地战略
合作，聚力“双循环”、发力“新基建”的重
大举措。

中国工程院及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四川大学、同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等单位专家出席大会，就
中国新型轨道交通产业发展进行深入研
讨和交流。 与会人员还前往中国中铁新
型轨道交通产业基地试乘了“新时代号”
跨座式单轨和氢能源低地板有轨电车。

近年来， 中国中铁突破核心技术，
成功研制了 “新时代号 ”全系列轨道交
通车辆及配套产品，并掌握了 180 余项
专利。 “新时代号”新型轨道交通产业包
括悬挂式单轨列车、 跨座式单轨列车、
中低速磁悬浮列车、 氢能源有轨电车、
市域列车及其配套系统，并实现了自动
化控制 、智能驾驶 、智能运维和远程监
控的技术集成。

装备制造业是合肥的支柱性、基础
性产业。 2020 年，中国中铁新型轨道交
通产业基地落户合肥，在合肥市政府和
中国中铁双方的大力推动下，逐步打造
成为当地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张靓丽
名片。

6 月 25 日，市民在选购“七一惠民菜”。从 6 月 25 日至 7 月 9 日，合肥市开展“惠
民菜篮子工程”活动，市民可以在市区 28 家企业 180 个门店购买惠民菜，各定点门
店每天推出不少于 5 个品种的“1 元菜”。 本报通讯员 陈三虎 摄

5月份“月评十佳”学雷锋志愿服务典型评选揭晓
本报讯 （记者 张岳 ）日前 ，记者从

省文明办获悉 ， 经专家委员会评选 ，
2021 年 5 月份 “月评十佳 ”学雷锋志愿
服务优秀典型揭晓。 其中， 个人典型 2
个、组织典型 3 个、项目典型 3 个、社区
典型 2 个。

个人典型： 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
社区志愿者杭德英退而不休， 发起成立
“夕阳天使”为老志愿服务队，传播保健
知识，弘扬剪纸文化，参与活动 300 余场
次，服务时长近 500 小时；淮南市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穆敏投身志愿服务 9 年，关
爱残障儿童，照顾孤寡老人，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

组织典型 ： 宣城市泾县抗日根据
地研究会志愿服务队传承红色记忆 ，
开展史料搜集 、知识讲座 、关爱老兵等
志愿服务活动 100 余场次 ， 发放善款
10 余万元 ； 六安市舒城县广运律师事
务所志愿服务队推动法律知识 进 机
关 、进企业 、进学校 、进乡村 、进社区 ，
开展 “公益普法三人行 ”活动 60 余场
次 ，受益群众超 10000 人次 ；马鞍山市
和县一束光公益协会搭建爱心学堂 ，
呵护贫困儿童健康成长 ， 募 集 善 款
80000 余元 ， 开展活动 120 余场次 ，受

益儿童 250 多人次。
项目典型：蚌埠市“给垃圾安个家”

志愿服务项目倡导垃圾分类，开展环保
宣传活动近 100 场次， 服务群众 10000
余人次，定期组织志愿者捡拾涂山风景
区垃圾，累计清运垃圾 20 余吨；淮北市
“燕飞来” 助老志愿服务项目聚焦社区
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通过集中授
课、定点咨询等方式教授老年人使用智
能手机 ，开展活动 200 多场次 ，受益老
人 3000 多人次； 宿州市泗县 “彩虹之
子”志愿服务项目培养热心公益的新时
代好少年，吸纳 13000 余名青少年投身
志愿服务，开展“夕阳红·敬老爱老”“环
保绿·呵护运河 ” 等志愿服务活动 120
余场次。

社区典型： 芜湖市南陵县和顺社区
成立“春谷雨”学雷锋工作站，组建 10 支
志愿服务队伍，开展“爱心敲门”“守望相
助”“我爱我家” 等活动 4500 余场次，累
计服务时长达 40 万小时；黄山市屯溪区
黎阳街社区引导志愿者在社区治理中充
当排查员、联络员、维护员、监督员，带头
参与绿色小区、 平安小区、 文明小区创
建，开展各类活动 500 多场次，受益群众
22000 余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