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履职尽责助力地方发展
■ 本报记者 范孝东

本报通讯员 袁师龙

“我们的建筑公司成功竞标了宣州
经开区道路维修工程等好几个项目，更
加坚定了大家抱团发展的信心。 ”项目
拿得多，宣城市宣州区敬亭山街道巷口
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祖朝娟特
别开心。 她告诉记者，附近几个村子入
股，进一步壮大了村办企业的实力。

巷口桥村是当地有名的集体经济强
村，先后注册成立了劳务公司、建筑公司

等 4家村办企业，每年能为村子创造 600
多万元集体经济收入。 作为宣城市人大
代表，祖朝娟觉得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不算好，得让更多群众过上好日子。

从去年开始，宣城市人大开展“宣城
发展代表尽责”主题实践活动，号召该市
各级人大代表立足岗位， 积极为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 祖朝娟了解到附
近林场、敬亭、渣溪 3个村集体经济有一
定基础， 就主动提出希望几个村联合发
展。 “集体资金放在银行见不到多少效
益，用起来才能给村民创造更大利益。 ”

经各村村民代表大会和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股东大会表决通过，4 个村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组建敬亭山街道股
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有更多资金注入，
巷口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竞争力显著
增强。 今年，公司成功竞标获得当地美
丽乡村建设、 圩堤修复等多个工程，经
营前景愈发向好。

宣城市人大代表、 安徽保隆集团
技术中心总监陈旭琳关注的焦点是如
何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绿色转型。 宁
国市共有 400 余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企

业，为当地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但
生产制造环节存在高耗能问题。 “国家
定下了如期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目
标， 这对制造业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带着这个问题，陈旭琳走访了多
家兄弟企业， 与同行共同研究行业绿
色转型的方法。

陈旭琳建议，首先要改变生产车间
的电力模式， 通过建设光伏发电站，使
用更为清洁绿色的电力，从而实现企业
节能降耗的目标。 “为地方发展作贡献，
是人大代表的职责所在。 ”陈旭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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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
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现予以公告：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滨湖支行
机构编码：B0017S23401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89206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为准。

批准日期：2021 年 8 月 31 日
机构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区徽州大道 4872 号金

融港中心 A1栋 102室
邮政编码：230092
发证日期：2021 年 9 月 10 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查询。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望江试点乡镇公务用车“分时租赁”
本报讯（通讯员 嵇奕华）日前，望江

县投放到乡镇的 14 辆分时租赁新能源
车辆成功交付并投入运行，进一步加强
乡镇、偏远地区公务出行社会化 、市场
化保障。

今年，望江县开展基层公务出行保
障工作试点，并在长岭镇和漳湖镇两地
先行试点“分时租赁新能源汽车”机制。
通过试点，乡镇公务人员有公务出行需
求时，可以用手机应用线上下单 ，全程

手机操作，操作流程简便，无信号时可用
蓝牙解锁车辆。 租赁车辆采取 “一事一
租、一租一还、一还一结”的方式，杜绝长
期包租等现象。 相比公务配车， 新能源
车使用率可以提升两三倍，其使用成本
比传统车辆低 80%。

目前， 望江县新能源车辆运行平台
和管理制度建设已经完成，第一批 17 辆
新能源汽车即将全部投入运行。

全省 16个地级市空气质量排名
（2021年 1-8月份）

PM2.5浓度单位：微克/立方米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注：（1）城市空气质量排名采用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大小来确定，指数越小表明空气质量越好，指数相同的城市以并列计。
（2）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是指评价时段内，参与评价的各项污染物的单项质量指数之和（单项指标评价时段内平均浓度与该指
标二级标准限值的比值，SO2、NO2、PM10及 PM2.5采用年均浓度二级标准限值、O3和 CO 采用日均浓度二级标准限值），指
数越大表明城市空气污染程度越重。 （3）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指本年度评价时段内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与上年同期
变化幅度，变化率大于 0 代表空气质量恶化、小于 0 代表改善、等于 0 代表持平。 （4）2020 年同期数据采用“十三五”监测点
位进行评价。

2 宣城 3.26 0.6 28 92.9

3 安庆 3.36 -1.2 30 88.9

4 池州 3.43 6.2 29 86.0

5 六安 3.61 2.6 30 88.1

6 芜湖 3.79 2.7 32 84.8

7 合肥 3.88 5.1 32 86.0

8 亳州 3.89 -8.7 35 80.1

9 铜陵 4.00 2.8 32 90.9

1 黄山 2.37 -2.1 19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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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宿州 4.06 1.5 38 79.4

10 马鞍山 4.06 5.7 34 84.4

12 淮北 4.07 -7.1 38 80.2

13 蚌埠 4.09 1.5 36 81.1

13 阜阳 4.09 2.5 42 79.4

15 滁州 4.11 7.3 35 79.8

16 淮南 4.19 -0.2 41 76.5

全 省 3.77 0.8 33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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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5日，合肥工业大学师生在观看赛车表演。当日，由该校学生制造的三辆方
程式赛车正式亮相。 近年来，合肥工业大学方程式车队不断发展，成为大学生创新
实践和开展技能培训的重要平台。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六安发布紧缺产业人才需求目录

本报讯（记者 袁野）近日，六安市委
组织部、市人社局牵头组织市级相关产
业主管部门及重点产业企业，共同制定
发布六安市重点产业企业名录库、引进
高层次和紧缺专业人才需求目录 (简称
“一库一目录”)，充分发挥企业用人主体
作用，引导和吸引各类优秀人才向六安
重点产业、行业、岗位定向流动。

六安市重点产业企业名录库包含高
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

制造、节能环保、创意文化等产业共 283
家企业；引进高层次和紧缺专业人才需
求目录共收录各类重点企业在安全管
理师、机器工程师、产品研发师、环保工
程师、新材料研发师等方面的岗位需求
388 个。

六安市今年 3 月份印发 《进一步吸
引高校毕业生等人才在六安就业创业
支持重点产业发展若干政策》， 推出 15
条举措。

黄山市举办创意创新创业大赛

本报讯 （记者 吴江海）9 月 23 日，
黄山市举行“迎客松 ”杯创意创新创业
大赛启动仪式， 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吸
引各地优秀项目落户黄山。

此次大赛围绕新材料与智能制造产
业、绿色食品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数字
经济产业及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等
主导产业，并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和
黄山举办分站赛。 黄山市出台大赛项目
落地奖补配套政策，其中单个项目落地

最高奖补金额达 1000 万元。
今年以来， 该市实施千名干部驻企

（项目）服务、千名人员体悟实训、千名人
才汇聚黄山和千名干部下乡助力乡村
振兴“四千工程”，引导全社会支持和参
与创新创业。 同时设立 2.4 亿元资金池,
专项用于“双招双引”和产业扶持。 今年
前 8 个月，该市新签内资项目 388 个，协
议投资额 407.5 亿元，项目落地率、开工
率均达到 84%。

宣城加快培育特色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本报讯（记者 张敬波）记者 9 月 17
日从宣城市科技局获悉，该市实施产业
链链长制 ， 聚力产业链招商和项目建
设， 不断加快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步伐，
电子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该市电子
信息产业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23
户。 目前，宁国市电子元器件在全国市
场占有率超过 20%；广德市印制线路板
产业园成为全国唯一的电子电路行业
发展示范基地；宣城经开区成为省级软
件与信息服务集聚区。

为推进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宣城市
实施电子信息产业链链长制，编制电子
信息产业链全景图和宣城电子信息企
业分布图 、 重点企业库和重点项目库

等，组建电子信息产业链技术专家和金
融专家智库， 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该市已引进培育电子信息产业高
新技术企业 47 家 、省级 “专精特新 ”企
业 21 家。

该市集中优势资源， 在电子信息产
业领域强化“双招双引”。今年上半年，全
市电子信息产业链新建亿元以上省外
投资项目 14 个，到位资金 19.1 亿元。 同
时，大力推进产业链重点项目建设，实施
技改项目 13 个， 总投资 22.84 亿元；新
开工项目 15 个，总投资 34.04 亿元。

今年上半年，该市电子信息产业新投
产项目 9个，总投资 11.88亿元。电子信息
产业产值 87.1亿元，同比增长 16.5%。

“希望小屋”放飞快乐童年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张珍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
条河，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9 月 18
日，在涡阳县新兴镇东华学校“希望小
屋”里，传来孩子们阵阵歌声。

东华村驻村干部、团亳州市委副书
记王璐璐说：“东华学校留守儿童较多，
农村没有兴趣班，我想借助青联‘希望

小屋’建立一个平台，开拓乡村学生的
视野，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

七年级的小娇和同学们放学后一
起来到“希望小屋”。看到屋内摆放的钢
琴，孩子们好奇地摸了又摸。 老师张艳
楠带着小娇试着弹了几个音符，并带领
孩子们一起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

“我很喜欢音乐，在班里唱歌算是
比较好的。 ”小娇对记者说，她从小学到
初中一直在东华学校读书，以前没有接

触过钢琴。看到“希望小屋”里的钢琴很
惊喜，非常想学。

“这里是中国 ， 我们在哪个位置
呢？ ”在“希望小屋”的读书角，学生小依
正和同学观察地球仪。小依的父母外出
务工，她从小就跟着奶奶生活。

“‘希望小屋’里有很多课外书，真
是太好了。 ”小依告诉记者。

象棋、画架、篮球、图书、电脑……
“希望小屋”里配备了各类器材。

“同学们下课、放学都可以在这里看
书、下棋、画画、打球。 ”校长张宇法说，自
从有了“希望小屋”，同学们的课外生活
丰富了起来，课外兴趣班也有了载体。

“我们还将根据学校情况和学生需
求，邀请音乐、美术、棋艺等方面的专业
老师前来送教，开展志愿服务，把新的
教学理念和教学关怀送到乡村学校。 ”
王璐璐告诉记者，今后亳州市还将建设
更多“希望小屋”，为改善农村青少年成
长环境作出努力。

李浩南（左一）在决赛中。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李浩南收获三人制男篮冠军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9 月 26 日晚，在第十四届全

运会三人制篮球男子成年组比赛中， 我省运动员李浩南
所在的联合队夺取桂冠， 安徽省体育代表团收获竞技项
目第 12 枚金牌。

三人制男篮小组循环赛， 联合队连胜福建、 北京、上
海、广东、山东、四川、陕西等 7支劲旅，以不败战绩直接锁
定四强席位。在半决赛中，联合队又以 21∶15将二次交手的
上海队挑落马下，与广东队相遇决赛。进入决赛，越战越勇
的联合队士气如虹，李浩南发挥出色，贡献 2 个 1 分球、1
个 2分球以及 2个篮板、1个助攻。 最终联合队以 21∶12锁
定胜局，收获全运会历史上第一个三人篮球项目冠军。

1999年出生的李浩南身高 197 厘米， 爆发力尤其是
连续弹跳能力出色。入选国家集训队两年多时间，李浩南
通过刻苦训练，已经成长为一名国内三人篮球场上内、外
线兼具的队员。在东京奥运会上，三人制篮球首次成为奥
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李浩南与队友获得第 8 名的成绩，这
是自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来我省运动员再次闯进
“三大球”项目的奥运会比赛。

当日，我省运动员童磊杰获得男子古典式摔跤 97 公
斤级铜牌，何骊澄收获女子自由体操季军。 截至 9 月 26
日， 安徽省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全运会竞技项目中共获得
12 枚金牌、9枚银牌、12 枚铜牌， 超额完成赛前制定的金
牌总数超上届的目标任务，金牌总数更创造了历史之最。

擘画最大同心圆
(上接 1 版)

全省各级统战部门充分发挥统一战
线资源丰富优势，动员各方力量，积极投
身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 省委统战部
会同省工商联、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动员
广大民营企业开展“千企帮千村”精准扶
贫行动和 “赴深度贫困地区光彩行”活
动， 组织引导民营企业家投身深度贫困
地区扶贫开发工作，精准实施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 截至今年 5
月底，我省参加“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
行动的民营企业达 11240 家， 企业投入
总金额 61.76 亿元，受帮扶村 6902 个，帮
扶贫困人口 97.9 万人次。 先后有 30 家
民营企业获评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
贫先进民营企业，受表彰总数全国第一。

发挥统战优势，为发展建言献策。全
省各级统战部门积极引导统一战线成员
聚焦贯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
展”要求和“三地一区”建设、实施“十四
五” 规划等深入考察调研、 积极建言献
策。健全“工商联直通车”机制，畅通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建言献策、诉求表达渠道，
推动政策落地。 去年报送 5 期工商联直
通车，其中《疫情影响下我省民营企业复
工复产状况调查及建议》《民营企业应对
海外疫情冲击调查分析》 两篇分别得到
省领导批示。

汇聚新动能 助推高质量发展

“侨梦苑的营商环境好，政策支持也

很到位，企业发展得很好。 ”位于安徽（合
肥） 侨梦苑的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标准化生产车间整洁明亮，全自动生
产线正在飞速运转。 公司投资副总监朱
瑞兵告诉记者，统战部门就像“侨企”的
娘家，经常帮助公司解决实际困难，让公
司能够有良好的发展势头。

为吸引更多的人才回皖创业， 安徽
(合肥 ) 侨梦苑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揭
牌， 定位为华侨华人创新创业集聚区和
侨商产业集聚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去年，
在九三学社中央的支持下，经省委主要负
责同志批示同意， 省委统战部精心组织
“同心科创工程（九三·安徽）”，联合九三
学社安徽省委会、省科技厅等单位广泛征
集技术需求清单，深入挖掘九三学社科技
资源，组建专家团队，与合作企业结成创
新共同体，助力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工程启动以来，集中签约 13 个合作
项目，涉及智能设备、种业改良、环保涂
料、机械装备、精密铸造、智能养殖等领
域的技术难题，有的甚至是“卡脖子”技
术。 “‘同心科创工程（九三·安徽）’的实
施， 搭建了党外科技人才与企业技术研
发需求精准对接、 以创新促转型的重要
平台，将有力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助
力攻克相关领域的技术难题， 助力安徽
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

地。 ”省委统战部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广聚“八方力” 共促社会和谐
6 月 25 日， 省投资集团欧美同学会

（留学人员联谊会）成立，这是我省省属企
业首家欧美同学会 （留学人员联谊会）。
“有了欧美同学会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更
好地发挥自己专业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公司的发展、为国家的建设贡献智慧力
量。”省投资集团欧美同学会会员春媛说。

留学人员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
成部分。 2018 年，我省成立安徽欧美同
学会(安徽留学人员联谊会)群团组织，开
展常态化联谊交友， 邀请归国留学人员
中的代表人士谈心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并于去年促成欧美同学会在合肥探索建
设全国第一家、 长三角唯一的区域性留
学人员“双创”平台———欧美同学会长三
角海创中心。

紧扣新形势， 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统战工作。今年以来，在全省民营
经济人士当中大力开展以党史为重点的
“四史”宣传教育，充分运用红色资源，开
设专题党课， 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听
党话跟党走，共培训民营经济人士 5500
余人次。

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确定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主
要职责、工作规则。 去年 10 月成立省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目前 16 个省辖
市均已成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
从而实现省市两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
谊组织全覆盖， 形成了组织体系更加健
全、组织活力进一步增强的良好局面。

去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和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全省各级统战
部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积极参与当地疫情防控、防汛救灾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捐款捐物，正面发
声，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复工复产主
动战、防汛救灾保卫战、精准脱贫收官战
献计出力。 据不完全统计，新冠疫情期间
全省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和人士累计捐款
捐物折合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上。 引导广
大新媒体从业人员，及时传播权威渠道的
信息和科普知识，传播正能量，为营造风
清气朗的网络空间发挥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