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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企业支持皖北地区一批大项目签约，总投资超 1800亿元———

为皖北固本强基，国资如何发力？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孙言梅

振兴皖北，项目先行，省属企业为皖
北承接产业集聚区建设贡献力量。 9月25
日上午，省属企业支持皖北承接产业转移
集聚区建设座谈会在蚌埠举行。 48个省属
企业支持皖北项目完成签约，加上24日全
省推动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大会上签约
的10个项目，共有58个项目签约，总投资
1879.07亿元。 这些项目涵盖哪些领域？ 如
何为皖北振兴补短板、强基础、增动能？

基建补短板，城铁高速项
目加快上马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基础设施仍是
皖北地区的短板， 增强欠发达地区高质
量发展动能，实现皖北振兴，必须首先补
齐交通的短板。

投资额最大的项目， 要数省投资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与亳州市签署的 “亳蚌
城际铁路、许亳城际铁路”项目了，项目
总投资达 280 亿元。

据介绍， 亳蚌城际铁路起于商合杭
铁路亳州南站，经涡阳、蒙城、怀远，接入
蚌埠市蚌埠站，最终接入南京；许亳城际
铁路西起河南省许昌市，向东连接亳州，
是中原经济区核心城市群对接长三角的
又一条便捷路线， 项目的建成将打造中
西腹地借道亳蚌滁融入长三角快捷通
道， 解决未来亳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西向
“断头路”问题。

另一方面，高速公路网也加快完善。
随着合肥至周口高速颍上至临泉段项目
的签约， 将新建 119.2 公里长的高速公
路，助力皖北交通网络的畅达。

据省交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项小
龙介绍，“十四五”期间，省交控集团预计
在皖北完成投资 600 亿元，新建和改扩建
项目 6 个，新增通车里程 342 公里，力争
到 2035年，皖北地区与全省同步实现“各
市有环线、县区有双线、重点城镇全覆盖、
重要节点全联通、主要通道全扩容”。

发展强支撑， 一批制造、
水利、能源项目落地

这 58 个项目中，许多都是投资量大
的“大块头”项目，既包括铁路、高速等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有新能源产业、
先进制造业、金融、建筑、水利等项目。

比如省引江济淮集团有限公司和亳
州、淮北、蚌埠等市签订的“引江济淮二期
工程（水利部分）”项目，就包括淮水北调
工程扩大延伸、骨干供水工程、应急供水
工程等，项目建成后将发挥跨流域调水的
作用，助力皖北地区群众喝上优质水。

海螺集团是我省省属骨干企业，连
续 3 年跻身世界 500 强。会上，该企业与
阜阳市签订 “阜阳绿色新型建材产业园
项目”，以全面参与淮河阜阳港现代物流
产业园开发建设为契机， 在阜阳市辖区
内规划建设高端绿色商砼、 物流集散中
心、绿色新型建材、新能源、码头物流产

业园等项目， 推动地方新型绿色建材产
业结构升级调整。

“皖北是全省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海
螺集团将持续加大在皖北新型基础设
施、 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投入， 力争
‘十四五’期间在皖北新增投资超过 200
亿元。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诚说道。

皖北地区能源资源丰富， 开展能源
合作， 也是省属企业助力皖北振兴发展
的重要方面。 省能源集团与阜阳市签订
了新能源产业战略合作项目， 覆盖光伏
发电、风电、天然气调峰发电等内容。

在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李明看来，发展离不开能源的
支持。皖北地区作为长三角能源基地，长
期以来为沪苏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能源保障。 省能源集团作为省属骨
干企业， 未来将在皖北地区重点发展新
火电、 新能源、 天然气等相关产业及项
目，加快推进皖北地区绿色、低碳发展。

当好主力军，在皖北振兴
中实现合作共赢

“省属企业是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
聚区建设的顶梁柱和主力军， 皖北地区
是省属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策源地和增长
极。支持皖北发展，是省属企业义不容辞
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省
国资委主任李中这么形容省属企业与皖
北地区的关系。

“十三五”以来，省属企业在皖北累
计完成项目 371 个， 总投资 1825 亿元，
正在推进项目 266 个， 总投资 2915 亿
元，为皖北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据介绍，下一步，全省省属企业将支
持皖北打造区域综合交通新优势， 发挥
“四上安徽”建设主力军作用，建设“轨道
上的皖北”“高速上的皖北”“航道上的皖
北”“翅膀上的皖北”，提升集聚区内外互
联互通水平； 支持皖北增强新兴产业发
展新动能，发挥优势产业的引领作用、科
技创新的促进作用、 国有资本的撬动作
用；支持皖北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
实施省属企业“双碳”行动，当好皖北全
面绿色转型发展的示范表率； 支持皖北
塑造乡村全面振兴新面貌， 聚焦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发展现代农业、改善民生服
务，助力皖北乡村振兴；支持皖北构建对
外开放合作新高地，面向央企、长三角国
资国企和全省国资国企， 组织引导更多
国有企业， 吸引带动更多民营和外资企
业，共同来皖北投资兴业。

上千亿元的投资落下， 皖北地区如
何给这些项目做好服务保障， 促进项目
早日落地见效？ “我们将对标一流、优化
环境， 为省属企业来亳州投资提供最优
服务。 ”亳州市委书记杜延安表示，将强
化要素保障、服务保障和作风保障，推深
做实 “免申即享”“拿地即开工”“告知承
诺制”等改革，在用地、用水、用电、用气、
用工等要素配套上，提供最优保障。

9月以来全省平均气温 25.7℃，为 1961年以来同期最高———

天咋“热”到桂花也不开？
■ 本报记者 史力

本报通讯员 戴娟 王兵

年年中秋时节秋风送爽、丹桂飘香，
今年与往年大不同。

桂花与秋天最般配。 但细心的你一
定发现了，都已经过了秋分了 ，今年的
桂花却没有动静，令人怅然若失。 在皖
南， 往年这时候茶企都忙着采收桂花，
做桂花红茶。 但今年当地企业负责人表
示桂花一直没有开，只能干等着。 这是
为何？

任杰是省农科院农业工程研究所苗
木花卉方面的专家。 他表示今年桂花迟
迟不开，主要原因是天气持续晴热，光照
强烈，对许多秋季开花植物不利，特别是
桂花。他表示，影响桂花花期的主要天气
因素就是气温，秋季如果降温早，花期提
前；降温晚则花期推迟。

说到气温 ，近期确实有些异常 。 9
月 22 日， 秋分前一天， 当天 15 时 30
分 ， 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
号 ， 预计未来三日淮北地区南部和淮
河以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 35℃ 。
当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天到多云。0 到
16 时最高温度全省 33～36℃， 最高石
台达到 36.7℃；合肥也有 35.1℃。 昨天
温度进一步上升 ，0 到 16 时全省大部
分地区最高温度 33～36℃，最高石台达

到 37.8℃；省城合肥 35.2℃。 其中合肥
打破了最晚高温日纪录 。 此外 ， 铜陵
36.4℃ 、宿州 36.3℃ ，这两站也都打破
当地最晚高温日纪录 ， 并创 9 月下旬
最高气温纪录。另外，23 日 15 时，石台
也以 37.4℃的气温占据了全国气温榜
榜首。

9 月 24 日 ， 高温持续 ， 截至当天
16 时，全省有超过 10 个站点最高气温
超过 35℃， 其中石台最高气温甚至达
到 38℃。

据省气候中心的数据 ，9 月以来 （9
月 1 日到 23 日） 全省平均气温 25.7℃，
较常年同期（1991 年到 2020 年平均）异
常偏高 2.0℃，为 1961 年以来同期最高，
是 60 年来最热的 9 月了！

据省气候中心分析 ，9 月以来全省
平均高温日数 （日最高气温≥35℃ ）2
天，较常年偏多 1 天，为 2000 年以来同
期最多。 江北大部及江南东部偏多 0～2
天，大别山区北部、沿江江南大部普遍偏
多 2 天以上， 其中江南西部和南部偏多
6～10 天。

就我省极端最高气温空间分布来
看，江北、江南东部 33.4～36.0℃，沿江江
南大部 36.0～37.8℃ ， 全省有 27 个县
（市 ） 平均气温为 1961 年以来同期最
高。 今年蚌埠、滁州、合肥 、芜湖 、马鞍
山、铜陵和郎溪 、砀山 、怀宁等 21 个市

县为历史上最晚出现高温日，主要集中
出现在 9 月 19 日、22 日至 23 日， 而历
史上我省高温日最晚出现在 2019 年 10
月 10 日，在石台。

今年 9 月下旬 ， 我省高温威力不
减， 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暑热正盛、高
温难消。 根据《气候季节划分》标准，当
平均气温连续 5 天小于 22℃，则以其所
对应 5 天中的第一个小于 22℃的日期
作为秋季起始日。 按此标准，目前全省
均未入秋，而常年全省平均入秋时间为
9 月 23 日。

是什么原因导致高温天气？ 据气象
专家介绍，高温背后是副热带高压在“作
祟”。 今年 9 月下旬，副热带高压位置较
常年偏北偏西，强度也比常年偏强，在副
高控制下， 我省淮河以南大部持续高温
天气。

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多久？ 据省气象
台的最新预报，未来 3 天全省大部分地
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 ，25 日至 28 日
沿江江南最高气温 34～36℃，须做好防
暑降温工作。 ２５ 日上午 8 时 50 分，省
气象台变更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都已
经过了秋分 ，走向寒露天了 ，居然还有
一个接一个高温预警。看来还要过些日
子才能迎来“天凉好个秋”，赏满世界桂
花盛开。

我省探索开展临床检验试剂集中带量采购
相关产品价格平均降幅达 47.02%

本报讯（记者 朱琳琳）记者日前从
省医疗保障局获悉， 针对临床检验试剂
价格虚高乱象， 我省在全国率先探索开
展临床检验试剂集中带量采购， 通过创
新招采机制， 推进带量采购产品价格联
动措施，目前已顺利完成 88 个临床检验
试剂产品谈判议价， 相关产品价格平均
降幅达到 47.02%，预计每年可为医疗机
构节约采购资金 1.73 亿元。

面对临床检验试剂招采难题， 我省
勇于探索，先行先试。 在调研走访、征求
意见、专家论证和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科学遴选肿瘤相关抗原测定、 感染性疾
病实验检测、心肌疾病实验诊断、激素测

定、降钙素原检测共 5 大类 23 小类 145
个产品开展“靶向集采”，着力压缩检验
试剂购销环节灰色空间， 引导试剂价格
回归合理水平。 其中，88 个谈判成功的
试剂价格大幅下降， 全省医疗机构物耗
成本进一步降低。

“此次组织开展专项集采，有效挤压
了临床检验试剂虚高价格， 净化了流通
环境和行业生态。”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在全国率先开展临床检验试
剂集中带量采购的探索， 为全国医药耗
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开辟了新战场、探
索了新领域， 为其他省市临床检验试剂
价格治理提供范例。

加快长三角信访信息化协同发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 朱茜） 9 月 23 日

至 24 日，长三角地区信访工作协商联动
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以“推
进数字信访、智慧信访建设，提升信访工
作质效”为主题，就进一步加快沪苏浙皖
信访工作信息化智能化步伐达成共识。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扎实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按照“一体化”和“高质量”要求，切
实发挥长三角地区信访工作协商联动机
制作用，加快推动信访工作科学化、信息

化、规范化建设。 要着力凝聚合作交流共
识， 合力推进信息共享共建共用理念，共
同推动长三角信访工作信息化协同发展。
要充分应用信访工作信息化智能化，在机
制建设、风险排查、矛盾联处、积案化解等
方面加强协调联动， 做到沟通联系常态、
信息互通长效、矛盾风险联调。 要及时总
结各地好的经验做法， 发挥示范效应，着
力打造更多交流合作品牌。 要推进“互联
网+信访”合作，推动信访突出问题“跨省
联办”， 在信息资源共享共用方面深耕探
索和实践。

观察

9 月 24 日， 施工机械在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九连圩堤防上实施除险加固施工
作业。 该区投资 2800 余万元对 4.99公里的九连圩堤防进行堤身加固、填塘固基、草
皮护坡，改造 5 座泵站和涵闸斗门，目前水务部门和孙村镇政府抢抓秋季晴好天气
全力施工，力争在 2022年汛前完成除险加固任务。 本报通讯员 肖本祥 摄

9 月 25 日， 淮南毛
集实验区中心社区莲藕

种植基地， 农民在采摘
莲藕。 眼下，这里的 1.7
万多亩莲藕已进入采收

旺季， 每天可向市场供
应 5 万公斤鲜藕。 当地
因地制宜利用圩区种植

莲藕， 平均每亩年收入
5700 多元， 总收入 9000
多万元， 并吸纳 500 多
名农民从事莲藕种植和

加工。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藕熟””
好个秋

·新闻分析·

村庄有“驿站” 老少乐融融
■ 本报记者 袁野

记者近日来到舒城县棠树乡云雾
村，云雾小学修葺一新，“一老一小”关爱
服务中心和老少文化活动中心两块牌子
挂在门口。

走进服务中心，院内铺满绿草，一条
长廊蜿蜒在院子中央，原来的校舍改造
为健身康复室、文体活动室、书画室、影
音室、电子阅览室、舞蹈音乐室等。 在凉
爽的影音室中，10 多名老人津津有味地
观看抗战电影 ，“早上把孙子送到幼儿
园，我们老两口就过来坐坐，看看电影、
下下棋、聊聊天，中午吃个饭再回去。 ”
71 岁的云雾村村民梁尚平告诉记者，他
和老伴是关爱服务中心的常客。

“关爱服务中心为老人和留守儿童提
供日间照料、助餐、文娱康乐、康复保健、
学习提升、心理慰藉等多种服务，除了午
饭收取成本费用之外，其他一切活动均免
费。 ”云雾村“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中心的
工作人员说，服务中心覆盖云雾、桂花、八
里等5个行政村的老人和儿童3900余人。

“建好中心是第一步，如何组织好关

爱服务、如何建立长效机制是重点。 ”棠
树乡乡长周保锁告诉记者，乡、村组织对
“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中心服务覆盖范围
内老年人、留守儿童、特殊群体等人员进
行摸底、登记、造册并录入服务中心智能
化管理系统。 关爱服务中心也制定了重
点活动清单， 周一至周五重点为老人安
排活动，周末为留守儿童安排活动，每周
四以及节假日节点会安排志愿服务活动
走进服务中心。 中心由政府聘请人员管
理+社会化专业服务， 资金保障上采取
财政拿一点、村集体筹一点、志愿者捐一
点和群众交一点（用餐成本费）的机制。

“今年 6 月份投入使用以来，老人儿
童有了归属感、幸福感，邻里关系更加融
洽。目前，我县干汊河镇韩湾村和河棚镇
黄河村的关爱服务中心都在建设中，预
计 11 月份启用。 下一步，我县将总结 3
处试点经验，在全县建设 80 个左右的村
级‘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中心。”舒城县民
政局党组成员付代俊说。

安徽自驾游大会滁州启幕
升级推出自驾江淮系列精品线路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9 月 24 日上
午，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滁州市政府主办
的 2021 安徽自驾游大会在滁州市举办，
围绕构建安徽文旅 “六大特色板块”，升
级推出黄山 218、皖浙 1 号风景公路、皖
南川藏线、皖江风景道、慢游 205、环巢
湖风景道、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大别山风
景道、 皖北历史文化之旅、 山湖大道等
10 条安徽自驾精品线路及 “徽风皖韵”
主题自驾线路。

这是安徽连续第 8 年举办自驾游大
会，规模为历年最大，第一次由行业大会
上升到政府层面，特别邀请北京、天津、
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自驾游协会、俱
乐部、服务商代表，省内重点文旅企业代

表以及自驾游关联企业、 在线旅游平台
代表参会。

大会集精品自驾产品推介、 项目招
商、业界交流、采风踩线于一体，将促进
自驾游发展与推进文旅产业“双招双引”
紧密结合起来。 各有关市精心谋划了一
批潜力巨大的招商项目，向参会渠道商、
投资商推介， 会后组织省内外自驾游渠
道方和资源方分组洽谈，精准对接，达成
了一批合作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 滁州市整合资源、市
县联动，策划推出“江淮分水岭·滁州江淮
岭脊线”风景道，连接全市8个县区，总长超
过400公里，总投资超过400亿元，全面布局
“吃住行游购娱”业态和公共服务设施。

田
企
业
夺
得
古
典
式
摔
跤
冠
军

本报讯 （记者
张 理 想 ）9 月 25
日 ，第十四届全国
运动会男子古典
式摔跤 67 公斤级
比赛 ，在延安体育
中心体育馆决出
胜负 ，我省运动员
田企业力克强手 、
逆转夺冠 ，为安徽
省体育代表团摘
得竞技项目第 11
枚金牌。

“90 后 ”小伙
儿田企业来自蒙
城， 是摔跤场上的
一员老将。 他曾获
得 2014 年仁川亚
运会男子古典式摔
跤 59 公斤级铜牌，
上届天津全运会在
决赛中失利摘银 。
因此， 再次征战全
运会的田企业对金
牌志在必得。 他先
后战胜江苏、浙江、
江西选手， 与甘肃
选手呼斯乐吐展开
决赛。第一回合，田
企业 0 ∶1 落后 ；第
二回合， 田企业主
动出击， 拿下一个

技术分，比分最终定格在 1∶1。 按照摔
跤规则，在比分相同的情况下，后得技
术分的选手获胜，田企业成功摘金。

当日，在女子自由式摔跤 76 公斤
级比赛中， 我省选手王娟经过复活赛
进入铜牌争夺战， 最终以 5∶1 大胜辽
宁选手，收获 1 枚铜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