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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专科）批次录取开始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 实习生 刘文凤）从 8 月 3 日起，我

省高招录取工作将转入普通文理科高职专科批次录取， 该批
次录取将持续到 8 月 10 日。这一阶段还将进行艺术类第四批
次、体育类第二批次的录取工作。

普通文理科高职（专科）批次征集志愿将安排在 8 月 8 日
10 时至 16 时填报， 没有录取且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 180 分
及以上的普通文理科、艺术、体育类考生，均可填报普通文理
科高职（专科）征集志愿。

据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言人介绍，近年来，我省普通高校专
升本持续扩招，专升本成为广大高职（专科）毕业生提升学历、提
高学习能力的重要渠道。 2021 年，我省普通高校专升本报考人
数达 5.4 万人，录取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 3.4 万人。 录取院校中
有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财经大学等省属重点一本院校。 此外，成人高考、自学考试
等多种途径也可帮助考生实现继续学习愿望，提升学历层次。

省考试院提醒谨防高招诈骗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

子或中介故意混淆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的区别，在
高校招生录取期间，以自考助学班、网络教育班、
合作办学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 为此，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
擦亮眼睛，防止高招诈骗。

据悉， 部分办学机构打着学历教育的幌子，
实际招收非学历教育学员。 省考试院发言人特别
提醒，不同的招生类别，其入学条件并不一样。 普
通高等学历教育学生须通过高考招录。 上述所谓
的“录取通知书”不是国家承认学历的普通高校
的录取通知书，“入学”后也不能进行新生学籍电
子注册，更拿不到普通高校的毕业证书。 只有高
考成绩达到报考高校录取分数要求的，才会被高
校录取。 对此，广大考生和家长勿存侥幸心理、勿

信不实传言，避免上当受骗。
此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家长望子成龙

的心态，通过伪造文件、私刻印章、设立报名处和
咨询电话等方式，假冒高校招生人员、校领导亲
戚等，谎称手中掌握高校“内部指标”“机动计划”
“定向招生计划”“低分高录”“补录”等实施诈骗。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表示，教育部“三十个不
得”禁令中明确要求，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
模或调整高校招生计划，不得无计划或擅自突破
计划规模进行招生或违反计划管理要求调整计
划，省级招办不得违反投档工作程序或在政策之
外降低标准向有关高校投放考生档案，不得违反
规定的招生程序降低标准录取考生、拒绝录取符
合条件的考生。 因此，高考录取过程中不存在所
谓的“内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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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招本科批次录取结束
录取人数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记者 陈婉婉 实习生 刘
文凤）记者 8 月 2 日从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获悉，截至 7 月 31 日 18 时 ，我省普
通文理科提前批和第一、二批，艺术类
第一、二、三批和体育类本科录取工作
结束。今年全省各批次本科共录取考生
227609 人（不含港澳院校单独招生）。

今年，提前批本科（含专项计划）录
取 11024 人， 本科第一批次录取 92024

人 ,本科第二批次录取 98112 人 ；艺术
类本科录取考生 18105 人；体育类本科
录取 2836 人；应用型本科对口升学，以
及强基计划 、少年班 、保送生 、体育单
招、残疾人单招等特殊类型招生本科录
取 5508 人。

与去年比较，今年同口径本科录取
人数增加 4525 人， 本科录取人数创历
史新高。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 今年的录取结构也进一步优化，
广大考生有了更多优质高校选择。 此
外，考生志愿填报也更加科学、理性，本
科一、二批平行志愿正式投档时，文、理
科出档率均保持较高值；省属院校办学
质量不断提高， 得到考生和家长的青
睐，录取位次逐年攀升；计算机、电子信
息、医学、师范类院校等录取分数普遍
较高。

据悉， 我省今年继续采取系列措
施，帮助残疾考生圆梦大学。今年，全省
本科一批次录取残疾考生 67 人， 本科
二批录取 70 人。高招录取期间，录取监
察组、录取管理组等功能组高度关注残
疾考生的录取进程， 协调有关高校，按
照教育部及我省有关规定，切实维护残
疾考生合法权益、合理诉求。

8 月 2 日，在滁州市琅琊区
政务中心，张女士拿到全省首张
采取“证照注销联办”方式发出
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琅琊区市场监管局在食品
经营、食品生产、药品经营、医疗
器械经营、工业产品生产等多个
行业开展“证照注销联办 ”改革
试点，实行“一套材料申请，一个
窗口受理，当场一次办结”。

本报通讯员 李晓村 摄

““证证照照注注销销联联办办””落落地地

暴雨中，泗县小伙三次下水救五人
■ 本报通讯员 单珊

本报记者 何雪峰

“当时情况很危急，作为一名党员和
退役军人，我必须冲上去！”7 月 26 日，在
河南省郑州市， 谈起自己在暴雨中接连
救起 5 人的经历， 来自泗县刘圩镇前戚
村的曹二帅表示，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近日， 一段长度为 7 秒的视频被广
大网友转发点赞。视频中，一位小伙在齐
腰的水流中两只手拽着两个在水中受困
的人，艰难地朝着路边的消防车走去，消

防员及时接应，受困两人获救。直到视频
中救人“男主角”被同事认出，曹二帅从
未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1993 年出生的曹二帅，是郑州一家
企业的售后安装员。 7 月 20 日下午 2 时
左右， 在郑州市碧云路附近完成电器售
后服务准备离开时， 曹二帅发现路面上
积水已有半米深，立即停车暂避。十几分
钟后，水位上涨到一米多高。

“当时所处的地方是一段下坡路，水
流特别急，我突然发现漂过来一个女子，
看上去已经没有意识， 既不喊叫也不挣

扎。 ”曹二帅回忆，他赶紧连拉带拽把她
救到了马路边的栏杆处。 看到被救市民
在路人的帮助下逐渐恢复了意识， 曹二
帅悄悄回到车内。刚坐定，他看到马路对
面又有一男一女落入水中， 便立刻奋力
游到出事地点，迅速将二人救起，护送到
对面路边的消防车上。

第二次救人后，曹二帅没有立即回到
车上。 “当时想，水那么大，在路面提醒大
家注意安全更好！ ”曹二帅回忆，不远处有
一群人手拉着手在湍急的水流中排成一
排往前行进，看到排在队伍尾部的一对母

女突然被大水冲散， 他再次冲入水中，迅
速抓住一人，再救下另一人，随后吃力地
托起落水者向路边的消防救援车走去。

因水流太急， 一行人被冲得踉踉跄
跄， 曹二帅直到整个身体撞到消防车头
才停了下来。 感人的一幕被路人用手机
拍下，并上传到网络。

将这对母女安顿好后， 曹二帅跟着
消防车前往别的区域协助救援， 直到深
夜 12 时许，他才借了别人的电话，给妻
子和在泗县老家的父母报了平安。

面对大家的夸赞， 曹二帅说：“这些
都没啥， 我又多了一次和战友并肩作战
的机会！ ”

2011 年到 2016 年， 曹二帅入伍在
郑州市成为一名消防战士。 “退役不能褪
色，群众有需要的时候，我依然会选择冲
上去！ ”曹二帅说。

点亮“微心愿” 接力献爱心
■ 本报通讯员 罗娟

本报记者 许蓓蓓

参观地质博物馆 ，吹蜡烛 、吃 蛋
糕……前不久，在 12 岁生日当天，家住
肥西县桃花镇柏堰社区的俊俊（化名）在
一群志愿者的帮助下， 过了一个难忘的
生日。 “谢谢叔叔阿姨，今天是我最开心
的一天！ ”笑容洋溢在俊俊的脸上。

“俊俊的父母多年前不幸去世，他跟
70 多岁的祖父母生活，‘过一次生日’的
愿望已经在心底珍藏了很久！”合肥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青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志
愿者余凤霞说。 她告诉记者，今年 3 月，
服务中心了解到孩子家庭的特殊情况和

小小心愿， 于是积极联系辖区爱心企业
和人士，陪伴俊俊走出家门，参观地质博
物馆。

“定制的微心愿，才是孩子期盼的！”
肥西县民政局局长王昊告诉记者。 今年
1 月， 他们在和青云社工的一次慰问走
访中，照例为一个孩子送去书包和文具，
但孩子说：“书包和铅笔我已经有了，我
想要一本字典。 ”

民政局工作人员意识到， 每个孩子
的需求都不一样， 尊重孩子的志愿服务
才是贴心服务。

今年 2 月， 该县民政局指导青云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情暖童心梦、点
亮微心愿”项目，配备专门团队，进行项

目化运作，给留守儿童、孤儿以及其他困
难青少年群体发放心愿卡， 让他们许下
属于自己的微心愿。 该项目积极发挥社
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者“三社联
动”优势，搭建起志愿者微信群。

社区提供活动场所，社工牵线搭桥，
志愿者奉献爱心，活动开展以来，一个个
“微心愿” 在爱的接力中被点亮，“一对
一”或“一对多”的长效帮扶计划逐步建
立。 目前，该项目已经点亮 18 个“微心
愿”，涉及肥西县桃花镇和柏堰科技园共
8 个社区，将物质帮助、心理辅导、参观
学习、素质拓展等一系列专业化、个性化
服务送到孩子身边。

我省收获首枚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项目奖牌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8 月 2 日，第

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比赛象棋项目
在合肥圆满结束，我省选手汪进获得男
子个人业余组铜牌，这是安徽选手在本
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上收获的首枚
奖牌。

本届全运会象棋项目比赛共有来自
全国的 34 支代表队 376 人参加，安徽作
为东道主代表队直接参加了决赛阶段 8
个组别的比赛。 除了汪进在男子个人业
余组比赛中发挥出色，由马维维、钟涛、

张韶光组成的安徽队， 经过男子业余团
体组别的激烈竞争，取得第八名的成绩。
此外，女子团体公开组属专业组别，更是
强手如云，安徽队经过奋勇拼搏，最终名
列第八。

据悉， 合肥今年同时获得第十四届
全运会群众比赛国际象棋、象棋、围棋 3
个项目的承办权， 成为除东道主西安市
以外， 承办全国十四运会项目最多的地
方， 结束了安徽没有承办过全运会比赛
的历史。

淮北持续强化学生资助监管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于金

龙） 近年来，淮北市持续强化学生资助
规范化、人性化、信息化管理，避免学生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

淮北市健全目标管理、落后约谈、责
任追究等机制，构建全方位、无死角的学
校自查、县（区）普查、市级抽查相结合的
三级监管体系，进一步规范资助程序、资
金管理、信息管理。 今年上半年，已发放
助学资金2830.45万元，25467人次受益。

该市开展学生资助工作大走访，通

过走基层、下乡村、进农户，宣传学生资
助政策，聆听学生和家长心声，做好暖心
资助；学校印发致初中、高中毕业生的信
件 2 万余份， 让毕业学生提前了解下一
学段资助政策， 及时解除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的后顾之忧。

淮北市教育局与人民银行淮北市支
行联合开展 “诚信教育活动宣传月”活
动， 通过开展主题班会、 播放诚信宣传
片、发放诚信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涵养
诚信文化，培育时代新人。

铜陵开展农业“共享用电”试点
本报讯 （记者 刘洋 通讯员 陈晨）

“田边扫一下二维码，电就通了，灌溉水
源源不断地淌出来了，真方便！ ”7 月 29
日，在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犁桥村的农
田里 ， 农户钟明胜在义安区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 不到一分钟就学
会了 “扫码灌溉 ”。 这是义安区供电公
司今年推出的共享用电试点项目 ，也
是铜陵市首个农业生产智能扫码 “共
享用电”项目。

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属丘、圩、洲混
合地区，农业生产对电的依赖度较高。义
安区供电部门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依
托西联镇用电线路已普遍架设到田间地

头的基础， 对现有技术方案和管理模式
进行创新， 开发了智能扫码共享用电终
端。该终端具有扫码刷卡一体化、一表共
用、电费实时结算、自动缴费等功能。 实
际操作中， 农户不需再像以往一样向田
地里“牵电线”，只需把插头连上就近的
共享终端， 打开手机扫描共享终端二维
码，即可终端用电、灌溉农田，同时还可
以实时掌握用电情况。

农业生产智能扫码“共享用电”终端
的应用普及可以有效避免抽水用电私拉
乱接现象。 义安区首批将建设 177 个智
能扫码“共享用电”终端，覆盖 3600 余亩
农田。

全国大学生舞龙舞狮
锦标赛在黄山市闭幕

本报讯 （记者 吴江海 ）7 月 30
日，第 13 届中国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
赛在黄山市体育馆顺利闭幕。

本次大赛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主办、 黄山学院承办， 比赛分普通高
校、 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院校 3 个组
别，还设留学生组、研究生组、教工组
比赛，竞赛项目有舞龙、舞狮、传统项
目、教学项目等。

本次比赛共吸引了 44 所高校
800 多名运动员参赛。 经过为期 4 天
的激烈角逐，黄山学院、广西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广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分获
普通高校、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院校男
女团队总分前 8 名。

2003 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舞
龙舞狮分会推出“百校龙狮进课堂”计
划， 全国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已成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赛事。

五河获批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
本报讯 （记者 孙言梅 ） 日前 ，五

河县顺利通过财政部评审 ，获批建立
国家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 项 目
区 ，这也是我省此次获批的唯一一个
试点 。

今年， 财政部在总结前期农村综合
性改革试点试验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基础
上，在河北、吉林、江苏、安徽等 18 个省
份继续开展试点试验， 中央财政给予资
金支持， 支持试点试验地区持续深化农
村综合改革，强化改革政策集成，加强农
村改革成果利用，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因地制宜探索乡村全

面振兴的示范样板。
五河县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

项目以 “沱湖现代生态渔业示范区 ”建
设为重点 ， 选取环沱湖周边集中连片
的 4 个乡镇共 13 个行政村作为试点
试验区域 ， 制定发展总体目标和分项
目标 ， 计划用 3 年时间在乡村产业发
展机制 、数字乡村发展机制 、促进农民
增收机制 、 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等 4 个
方面 ，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 该
项目总投资 5 亿元 ， 其中中央财政补
助 1.5 亿元，县级配套和筹集社会资本
3.5 亿元。

8 月 1 日，长丰县义井镇杜岗村家乡情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孟祥选通过网上
直播销售葡萄。 近年来，义井镇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大力种植葡萄、桑葚、蓝莓、樱桃、
西梅等特色农产品，目前已销售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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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深入推进“快递进村”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今年以来，宿

州市多措并举完善农村快递物流体系，
深入推进“快递进村”。截至目前，该市快
递进村覆盖率达 88.03%，超过全省平均
水平。

宿州市将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列入
市政府 2021 年重点工作任务，全市共有
1008 个行政村实现了主流快递品牌直
投。各类快递企业助力农产品上行，进一
步拓展村级经济收入渠道， 促进农民增
收；举行农产品上行产销对接会，借助网
络销售平台， 采取网络直播等形式推介

销售萧县特色农副产品， 依托顺丰速运
全链条保障，即时下单、即时发货。

萧县借助“邮乐购”、农村淘宝等平
台，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为农户统
一订购农业生产所需农资， 进一步减少
农民生产开支，满足群众农资需求。宿州
市邮政管理局与埇桥区、砀山县、萧县组
织部门及宿州市移动公司等签订合作协
议，在“党建+快递进村”的基础上嫁接通
讯服务业务， 给予村级快递服务人员相
应服务补贴，为“快递进村”工作常态化
开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