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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 合肥高新区实现
GDP618.3 亿元，增长 19.3%，经济总量
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的目标，在合
肥市政府考核的 15 项重点经济指标
中， 合肥高新区有 9 项位居开发区第
一。 经济运行持续向好，得益于创新动
能加速释放。 上半年，战新产业占高新
区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 74.8%，其中，生
物医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近 3倍。

九项经济指标

增速位居全市开发区前茅

2021 年上半年，高新区生产总值
达 618.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19.3%。 其中，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8.9%，两年平均增长 20.7%；进出口
总额预计增长 60%， 两年平均增长

28.7%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21.1%，两年平均增长 12.9%。

总体看， 高新区上半年经济运行
持续向好，主要指标高位增长，经济总
量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其中，合
肥高新区 GDP、 规上工业增加值、战
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规上服务业营收、
工业投资、进出口总额、城镇居民收入
等 9 项指标，增速位居开发区第一。

生物医药产业

同比增长近三倍

从产业上看， 上半年合肥高新区
工业强势增长， 展现出全区工业经济
产业结构优、 发展韧劲强的特点。 同
时，上半年，合肥高新区规模以上服务
业营收总量及增速均位居合肥市第
一，全区服务业稳步恢复。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得益于创新
动能加速释放。 上半年，合肥高新区持
续推进营商环境 “领跑计划”6 大维度
107项任务， 新增市场主体 1 万余家。

同时， 该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840 家，同比增长 58%，并新增芯碁微
装、工大高科两家上市企业，占全省四
分之一、合肥市一半。

上半年 ， 合肥高新区战略性新
兴 产 业 占 规 上 工 业 产 值 比 重 达
74.8%， 同比提升 6.3 个百分点 ，同
比增长 46.3%，拉动规上工业产值增
速 33.2 个百分点。其中，生物产业在
智飞龙科马带动下 ， 产值同比增长
近 3 倍 ， 拉动全区战新产值增速约
35 个百分点。

全面建设

“区域治理示范区”

除了产业， 合肥高新区上半年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也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在绿色发展领域， 该区推进污染
防治，夯实生态环保管理基础，率先发
布工业园区层面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
实施方案及若干政策， 明确了六大任

务措施。在自贸区建设上，合肥高新区
明确“一体两翼”功能布局，加快推动
制度创新。根据初步摸排，与高新区块
相关的试点任务落地率已经达到 60%
左右。

上半年，合肥高新区全面推进大
建设，一批复建点、保障性住房、公共
设施配套和学校等项目总体进展顺
利。 此外，合肥高新区还启动建设“区
域治理体系与治理力现代化示范
区”，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强化数字技

术在城市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大幅
提升区域治理的科学化、 精细化、智
能化水平。

严防疫情

助力企业发展

面对疫情的不断反复和后疫情
时代经济发展不断出现的新变数 ，
合肥高新区一方面严格开展疫情防
控 ， 一方面努力帮助企业解决好缺

工 、用地 、融资 、上下游产业链配套 、
政策兑现等问题 。 对有技术有市场
有实力的重点企业 ， 高新区采取管
委会领导分产业重点包保的办法 ，
及时解决好这些重点企业发展中随
时出现的问题。

下半年， 合肥高新区将继续按照
年初制定的发展目标，敢于担当，勇于
创新，努力拼搏，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
济发展目标，为合肥市建设“五高地一
示范”作出新贡献。

经经济济总总量量实实现现时时间间任任务务““双双过过半半””——————

合肥高新区：：经济运行持续向好 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合肥高新区鸟瞰。。

强党建提升竞争力
———记池州太平鸟服装制造有限公司党支部

■ 本报记者 徐建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池州太平鸟服装制造有限公司
2008 年落户池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
2010 年 12 月成立党支部。 多年来，该公
司党支部扎实开展党建工作， 以政治引
领、先锋引领、文化引领、服务引领为抓
手，着力打造党建品牌，把党组织的政治
优势转化为企业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

如今，池州太平鸟服装制造基地成为
太平鸟集团的三大生产基地之一，产品供
应国内外市场，在全省设有 350多家专卖
店，辐射带动 2300多人就业。 近 5年来，
公司年均上缴税收 3300万元以上。

坚持政治引领，营造发展氛围。 “多
年持续开展党建工作， 干部职工的精神
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大家创业奉献的
精气神都起来了。”公司党支部书记邓凤
山介绍。 公司党支部坚持抓班子、 带队

伍、育员工，以 ABC 分类管理为契机，强
化党支部功能，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认真
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丰富
教育形式，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旗帜鲜明
讲政治，营造积极向上的发展氛围。 “通
过党性教育、党史学习，我进一步增强了
党员意识，要努力立足岗位作贡献、展风
采。 ”车缝组组长张桂康说。

坚持先锋引领，发挥表率作用。 作为
劳动密集型企业， 公司员工年轻人多、流
动性大，发展过程中的招工难、稳工难、管
理难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公司党支部通过
抓党建，发挥党员的先锋引领作用，内聚
人心，外树口碑，解决了困扰多年的“用工
难”问题。 在公司大厅最显眼的位置设立
党员承诺墙，实行公开承诺制度，引领党
员亮身份、作表率，既警醒每一位党员，又
便于群众监督。开展“我是党员我示范、立
足岗位作贡献”活动。在生产一线、厂区厂
房，“党员示范岗”“党员承诺墙” 醒目耀

眼。开展“以老带新、师徒帮带”活动，先后
培养岗位标兵、 技术能手 50余人。 2016
年入党的裁剪车间主管徐启亮是大家心
目中的“技能大师”，他不断钻研工艺，累
计为公司生产节约成本超 100万元，同时
还积极为公司培养技术人才。

坚持文化引领，凝聚奋进力量。 公司
党支部注重企业文化在凝聚人心方面的
作用。 每年开工第一周，党支部组织党员
和其他员工开展 40公里左右的 “徒步毅
行”，培养员工团队精神，增强党组织凝聚
力。 持续开展“开工第一课”活动，党支部
书记在每年春节后开工的第一天，向广大
职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公司发展目标，
号召广大党员在各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 公司先后投入 50万元新建了党群活
动室、图书阅览室、羽毛球场等，并购置了
电教设备、电子显示屏，方便职工开展娱
乐活动，增强职工归属感。

坚持服务引领，履行社会责任。 公

司党支部组织开展“保护环境 、党员先
行”承诺签名仪式，并组织党员志愿服
务队不定期开展“爱我家园、美化环境”
活动。 先后走访慰问东至县青山乡敬老
院的孤寡老人、东至县木塔乡苏村村的
留守儿童和石台县仙寓镇莲花村的老
党员， 累计捐赠走访慰问资金 80 余万
元。 积极参与“千企帮千村”行动，“一对
一” 定点帮扶东至县葛公镇徽道村，改
善村部办公环境，号召职工帮助贫困户
销售农副产品， 累计捐赠帮扶资金 20
余万元。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公司第一时间为抗疫捐款 100 万元。

近 5 年来， 池州太平鸟服装制造公
司党支部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第四批省级“双强六好”非公企业党
组织、 首批全省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
建示范点等。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2020
年 5月， 该公司团支部被共青团中央授
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

世界大象日：野性的呼唤
王立彬 胡 璐

8月 12 日是第 10 个
世界大象日。此时，一度北
移近 500 公里的云南亚洲
象群已成功跨过南归的最

大障碍元江， 堪称世界大象日里的一条
好消息。

设立世界大象日， 就是为了呼吁人
们关注陷于困境的非洲象和亚洲象。 全
球气候异常、人类活动加剧，特别是盗猎
行为严重威胁着大象生存。 大象等大型
野生动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标志，拷
问着人类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大量占据原本
属于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 全球野生动
物特别是大型野生动物种群显著衰退，
加快进行的工业化城市化使野生动物

面临生存威胁。
由于农耕文明和天人合一理念，我

国境内一直有大型野生动物生存。 近年
来随着我国对自然生态和野生动物保

护力度加大， 一些地区大型野生动物种

群呈现缓慢增长趋势。我国
积极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工

作，加快建立并完善自然保
护地制度体系，推动东北虎

豹、大熊猫等国家公园建设。云南的亚洲
象、新疆的雪豹、东北的东北虎等被目击
次数越来越多， 成为全球瞩目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中国实践成效。

越是大型野生动物，面临的生存困
境越大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发布
《共享的未来———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

的必要性》报告强调 ，“人兽冲突 ”影响
世界七成以上野生猫科动物及其他陆

生海洋食肉动物，还有大象等大型食草
动物的生存。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与动
物也共享一个地球。 野生动物真正的家
在野外，保护它们的最好方式是保护它
们的自然家园， 正如杰克·伦敦小说里
表达的 ：这是野性的呼唤 ，也是人性的
呼唤。

环卫一体化 乡村更美丽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汝平

初秋时节 ， 涡阳县曹市镇辉山村
“荷塘月色”景区的百亩荷花竞相绽放，
荷塘步道上，有赏花的，有拍照的，有唱
曲的，一张张欢快的笑脸融入如画的美
景。 走进这个古朴的村落，记者看不到
垃圾杂物， 只见村中道路干净整洁，房
前屋后绿意盎然。

“辉山村的美好环境 ，是涡阳县城
乡环卫一体化建设成效的见证。 ”涡阳
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侯晓明对记者说，
城乡环卫一体化县域全覆盖的实施，实
现了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全覆盖，
创建出如此干净整洁的城乡环境。

记者了解到，总投资 21693 万元的
涡阳县 “城乡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于
2018 年 9 月投入运营，由运营企业负责
对涡阳县下辖的 20 个乡镇 、2 个街道
办、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共 23 个行政区
域内约 150 万人口、2100 平方公里范围
的生活垃圾进行清扫保洁 、收集 、转运
及处理。

“我们通过环卫数字化管理平台 ，
对车辆、人员、道路保洁、垃圾清运情况
适时进行监管。 ”运营企业负责人说，通
过数字平台，可以判断运输车辆行驶状
态、保洁人员所在的位置 、垃圾是否清
理到位等 。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考核机

制，严格落实责任，确保城乡生活垃圾及
时清运到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处理。

在涡阳， 无害化处理不止是生活垃
圾，还有医疗垃圾。

位于涡阳县西阳镇王楼村的亳州市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 是亳州市唯一
专门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输、处置的单
位， 负责全市约 200 余家医疗机构的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

“医疗废物运至焚烧厂房进料间 ，
通过进料系统 、焚烧系统 、烟气净化系
统、残渣收集系统等处理后 ，产生的残
渣达到豁免标准的进行填埋处理，达不
到豁免标准的 ， 送到有资质的公司处
理。 ”亳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负
责人张斌说。

垃圾得到了妥善处置， 臭水也要进
行治理。曹市镇党委副书记欧婷婷介绍，
这个镇的蒋湾沟，流经淝南、四里两村，
曾经水体污染严重。 镇生态环保工作站
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发现问题后， 多次沿
沟排查排污口，进行清淤截污纳管，并对
河岸进行治理，蒋湾沟变得水清岸绿。

蒋湾沟的变化是涡阳县黑臭水体整
治工作成效的一个缩影。“十四五”时期，
涡阳县将持续推进农村改厕、 生活垃圾
处理和污水治理“三大革命”，推进实施
村庄清洁、 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村庄规划建设提升“三大行动”，
努力让全县乡村更洁净、更美丽。

8 月 11 日 ，
合肥市蜀山区

笔架山街道疫情

防控监督人员在

检查防疫登记情

况。连日来，合肥
市街道社区巡查

人员来往密集的

写字楼、商超、酒
店等场所， 督查
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情况。
本 报 记 者

杨竹 摄

严重过敏反应可危及生命 如何识别和急救
据新华社电（记者 田晓航）2021 年

8 月 9 日至 15 日是我国第六个“中国过
敏防治周”，今年的主题是“健康中国行
动，防治严重过敏反应”。 在北京协和医
院等单位 8 日举办的 “中国过敏防治
周”公益活动中，权威专家表示，严重过
敏反应可危及生命，每个国人均应了解
严重过敏反应的急救知识。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教授、中
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会长尹

佳介绍， 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速发的、
可以危及生命的全身性过敏反应，其临
床特征为致命的呼吸系统阻塞或循环
系统衰竭，部分患者可以没有皮肤症状
和循环系统的症状。 严重过敏反应的发
病率为每年每 10 万人 50 至 120 例，其
中儿童的发病率为每年每 10 万人 1 至
670 例。其常见诱因是药物和食物，食物
是儿童严重过敏反应最主要的诱因。

严重过敏反应有哪些临床症状？ 据

介绍，患者暴露于某种过敏原后，通常在
30 分钟内出现全身皮肤瘙痒、 潮红、风
团样皮疹、水肿，或呼吸困难、喘息、声音
嘶哑、喉头水肿、腹绞痛、恶心、呕吐、视
物模糊、晕厥、血压下降、意识丧失、大小
便失禁、呼吸循环衰竭甚至死亡。

“这些症状可以部分出现 ，也可以
全部呈现； 可以从最初的皮肤症状开
始，在数分钟内迅速发展为致死性的窒
息或循环系统衰竭。 ”尹佳介绍，90%的

患者最先出现皮肤黏膜症状，表现为手
心、足心、头皮痒，紧随其后就是全身皮
肤潮红、瘙痒和水肿。 在进食或应用某
种药物后如果立即出现上述症状，通常
预示严重过敏反应即将来临。

“应对严重过敏反应，治疗是关键，预
防是基础。 ”尹佳说，肾上腺素是治疗严重
过敏反应首选的一线药物，及时应用可挽
救生命。 使用方法首选肌肉注射，不提倡
皮下注射和静脉注射。患者宜随身携带预
充式的肾上腺素笔，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拔
出笔帽，隔着衣服在大腿外侧肌肉丰富区
自行注射。一旦诊断严重过敏反应并抢救
成功，后续应由变态反应医生详细分析并
诊断诱因，防止严重过敏反应再次发生。

·民生资讯·

荨 8月 12日，舒城县公安局杭埠派出所交警中队民警在辖区受淹路段疏通下水道涵洞口。当日，舒城县
出现强降雨天气，局部地区降雨量超过 51.1毫米。舒城县公安局及时组织警力全面加强社会面巡查，及时
处置各类报警求助，全力抢险救援，确保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程度降到最低。 本报通讯员 许韬 文超 摄

荩 8 月 12 日，庐江县公安
交通民警冒着暴雨帮助一位

老太太推板车过马路。 当日
上午 11时许，庐江县境内突
降暴雨， 造成城区主干道多
处出现积水， 给百姓出行造
成不便 ， 该县公安交警闻
“汛”而动，在倾盆大雨中坚
守一线执勤， 保障道路安全
畅通。 本报通讯员 罗君 摄

风雨护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