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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拟立法规范垃圾分类
未按规定投放或将被罚 200元

本报讯（记者 范孝东）日前，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了《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草
案）》。如条例获表决通过，意味着我省
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将进入全省强制分
类阶段。

草案提出， 生活垃圾将按照可回
收物 、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和其他垃
圾“四分法”分类，并规定产生生活垃
圾的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
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义务，
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责任，且要在指

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在配套设施建设方面， 草案明确

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住宅、公共建筑、
公共设施等建设工程， 应当按照国家
和本省标准配套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设施。 配套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
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
同步验收。 已有的生活垃圾收集设施
不符合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的， 应当予
以改造。

如何落实垃圾分类管理责任，草
案规定了九类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

责任人，覆盖城市住宅小区、机关企事
业单位、公共场所、道路交通设施、村
庄等。 对于违反垃圾分类处理规定的
单位和个人， 草案明确了相应处罚措
施， 其中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
活垃圾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活
垃圾分类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情
节严重的，对单位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

草案坚持源头减量原则，要求商
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执行国家限

制商品过度包装的标准和要求，减少
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和包装性废弃
物的产生。 寄递企业应当实行包装物
的减量化和再利用 ， 鼓励使用可降
解、可重复利用的环保包装。 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生产、销售和
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
制品。 草案还提出引导娱乐、宾馆等
服务性企业提供可循环利用并符合
卫生要求的消费用品，不主动提供一
次性用品。

“四带一自”带出稳定脱贫路
■ 本报见习记者 朱卓

金秋十月，宿松县破凉镇黄大村
一片繁忙。 10 月 6 日，村内的茶叶加
工厂内，村民们正给今年新产的夏茶
装袋、封装、出库、装车，忙得不亦乐
乎。 这些刚出厂的茶叶，将随着物流
发往合肥、德州、广州、上海、西安、沈
阳、成都、北京等地的仓库存储，进而
销往全国各地。

近年来，黄大村因地制宜发展茶
产业，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现在
国家政策确实好，国庆节期间，我在
家门口上班，一天能赚 100 元，在合
作社还有一笔固定分红收入，以后的
日子肯定更加红火。 ”黄大村村民吴
新兰曾是一名贫困户，她笑着告诉记
者，加入茶叶种植合作社以后，不仅
脱了贫，每年在合作社上班还能获得
近 2 万元收入。

乡村振兴 ， 产业兴旺是关键 。
“四带一自”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通
过农民合作社带动、龙头企业带动、
能人大户带动、 园区带动， 自种自
养，带动特色产业发展。 作为破凉镇
“四带一自” 重点支持的产业项目，
黄大村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自 2012
年成立以来， 破凉镇前后下拨财政
支持资金共计 150 余万元。 在资金
支持下，黄大村通过“合作社+企业+
农户”方式，发展茶园 2500 多亩、茶
叶加工厂 2 座、茶叶冻库 2 座，形成
茶叶种植业、 茶叶加工业及茶叶旅
游业三产融合 ，集茶叶 “产 、销 、服
务”为一体的发展模式，带动黄大村
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为乡村振兴打
下基础。

今年是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提
质增效的第一年。今年以来，我省各

级财政投入 13.5 亿元 ， 支持实施
“四带一自” 特色种养业提升工程，
已建成农业特色产业园区 3926 个。
我省各地坚持夯基提质， 促进产业
振兴。合肥市 2021 年将安排 1 亿元
专项资金， 面向脱贫地区具备发展
农业特色产业条件的行政村等 ，开
展 “四带一自” 特色种养业提升工
程；安庆市将以有实力的产业园区、
龙头企业以及农民合作社和能人大
户的带动， 并完善其与脱贫群众联
动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 来完备产
业链，让特色种养业强起来，增强脱
贫群众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让特
色种养业真正扎根田野， 变成产业
优势。

“四带一自”不仅做强了特色种
养产业， 更带动了农民持续增收，进
一步改善广大农民生活质量，建设美
好的乡村家园。

我省推出农业产业链生态担保模式
本报讯（见习记者 朱卓）记者近日

从省财政厅获悉， 为充分发挥政策性资
金的撬动作用， 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力
量，共同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我省推出农
业产业链生态担保模式， 打造区域性农
村金融服务融入农业产业发展的良性生
态圈。

农业产业链生态担保是立足乡村

特色优势资源，量身定制的适配性全产
业链农业信贷担保模式，在构建“政银
担企＋”协同支农机制基础上，围绕产业
链结构优化、动能增强、空间拓展，有效
引导配置金融要素资源，推动农业产业
创链 、延链 、补链 、强链 ，实现绿色 、协
调、循环、可持续发展。打造农村金融服
务生态圈，构建农业全产业链生态圈。

农业产业链生态担保模式以市场
的逻辑建立乡村产业投融资机制，推动
乡村产业规模化生产、 组织化管理、社
会化服务； 以资本的力量促进产业发
展，实现兴业富民强镇壮村；以平台的
思维打造 “政银保担企+” 联动支农平
台，打通供应链、产业链、生态链、价值
链，促进党建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

链、资金链、政策链“多链协同”,打造农
村金融服务生态圈和农业全产业链生
态圈“双圈联动”，开辟了农村金融服务
新路径。

截至目前，我省聚焦各地特色优势
产业 ， 已梳理出 18 条产业链 ， 涉及
1224个村集体；已推动政府出台怀宁县
蓝莓产业链担保方案、 宣城市宣州区
家禽产业链担保方案、 阜南县新村镇
芦蒿产业链担保方案、 淮南市品牌粮
产业链担保方案、 无为市紫约蓝莓产
业链担保方案等实施方案， 合计发放
担保贷款 2.4 亿元。

提升“兵支书”能力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明杰）近日，退役

军人事务部 2021年第 2期退役军人村干部
（“兵支书”） 能力提升培训示范班在安徽金
寨干部学院举办。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
同志、南方片区 14个省（区、市）退役军人事
务厅（局）相关业务负责同志和“兵支书”代
表近 60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聚焦乡村振兴，围绕农村基
层党建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采取专家授
课、现场观摩和交流研讨等方式进行。 国
家乡村振兴局政策法规司和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等相关负责同志、

专家就乡村振兴相关课题进行针对性授
课；安徽、湖南、四川、云南 4 省优秀“兵支
书”代表围绕发展集体经济、创新社会治
理、深化乡风文明等分享经验做法，亮点
纷呈，赢得学员们一致好评。

培训期间，全体学员一同到金寨县革
命烈士陵园接受党性教育、 红色教育，为
革命烈士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瞻仰
革命纪念塔。 实地观摩了南溪镇退役军人
服务站服务保障情况和古碑镇响塘村 、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花石乡大湾村等“兵
支书”任职村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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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夏胜

为） 记者 9 月 30 日从
省市场监管局获悉，长
三角三省一市市场监
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
了食品安全专项抽检，
集中抽检了长三角区
域内销售的肉制品、糕
点 、 食 用 农 产 品 等
1607 批次食品， 总体
合格率为 99.32%。

此次抽检针对大
型批发市场 、 食品集
中交易市场 、 农贸市
场、商场超市 、小食杂
店等不同食品消费业
态 ， 检验项目覆盖微
生物、质量指标 、食品
添加剂、农兽药残留 、
重金属元素 、 非食用
物质等多项指标 。 经
检测 ，1596 批次食品
样品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11 批次不合格，总
体合格率为 99.32% 。
其中 ， 肉制品 153 批
次 ， 合格率为 100%；
糕点 756 批次 ， 合格
率为 98.94%； 食用农
产品 698 批次 ， 合格
率为 99.57%。

不合格项目涉及
微生物污染、农兽药残
留超标、食品添加剂超
标等。针对抽检中发现
的问题，三省一市市场
监管局已要求不合格
食品属地市场监管局

立即启动核查处置工作程序，严格依法处
置，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针对节日食品组织开展联合专项抽
检，是长三角区域市场监管部门的首次尝
试。抽检结果显示，长三角区域今年中秋、
国庆“两节”食品整体合格率较高，与人民
群众密切相关的大宗食品合格率维持在
较高水平，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

9月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扭转年初以来震荡下跌势头

本报讯（记者 郑莉）日前，省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发布 2021 年 9 月份安
徽省物流业景气指数。9月份我省物流
业景气指数重回景气区间 ， 达到
50.9%，较上月回升 1.2个百分点。 伴随
生产建设旺季来临及中秋、 国庆节假
日消费拉动，物流需求回升，业务活动
趋于活跃， 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扭转
年初以来震荡下跌势头， 实现连续两
月持续回升。

从市场主体看，国有、民营物流
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有所回升 ，民
营企业物流重回景气区间 ， 达到
50.8%；所有 A 级物流企业景气指数
较上月均有所增长，其中 4A 级物流
企业重回 50%以上扩张区间； 综合
型物流企业景气指数继续回升至
51.1%，仓储型物流企业景气指数大
幅反弹至 54.6%。 分项指数中，业务
总量指数为 50.7%，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 新订单指数为 51.4%，较
上月回升 2.8 个百分点；平均库存量
指数与库存周转次数分别上升至
52.1%与 53.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额指数回升 51.9%。

从后期走势看，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为 57%， 较上月上升 2.4 个百分
点，反映企业对下一步发展走势较为
乐观，市场预期持续改善。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六届年会闭幕
本报讯 （记者 张理想）10月 13日，在

蚌埠市举行的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六届年
会闭幕，发布包括文化多样性、“一带一路”、
应对气候变化、减贫等七个方面的“蚌埠共
识”。 副省长王翠凤出席闭幕式并致辞。

致辞指出，安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的重要指
示精神，着力推动不同文明对话、交流、互
鉴， 不断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
础。 本届年会以“文明互鉴：共筑人类命运
共同体 ”为主题 ，坚持和而不同 、美美与

共、携手前行，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 500 位中外嘉宾线上线下参与，围绕文
化多样性、“一带一路”等重大课题和疫情
防控、生态建设等具有全球挑战性的六大
议题进行智慧碰撞和思想交流，形成了一
系列成果，达成了蚌埠共识，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下一步，将
以本届年会成功举办为契机，努力打造中
外文化交流的新高地、架构人类文明互鉴
的金桥梁，推动文化发展更加繁荣、城市
建设更加美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话剧《今夜星辰》在合肥上演
本报讯（记者 朱琳琳）秋风送爽，丹桂

飘香，10月 13日晚的安徽大剧院时常响起
雷鸣般的掌声。 当晚，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参
演剧目之一，由安徽省话剧院创排的大型话
剧《今夜星辰》在此精彩亮相。

话剧《今夜星辰》以郭永怀、李佩夫妇生
平事迹为原型， 讲述了两人深厚的家国情
怀。郭永怀烈士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
始人之一，是中国力学科学的奠基人和空气
动力研究的开拓者，也是唯一一位以烈士身
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老

一辈科学家深厚的家国情怀、无私的奉献精
神深深感染了每一位观众，热烈的掌声不时
在剧场响起。

《今夜星辰》是 2020 年国家艺术基金
项目，我省重点文艺项目，并成功参加中
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主办的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
术作品展演， 是我省唯一进京展演的作
品。 该剧由著名作家、剧作家唐栋编剧，著
名导演傅勇凡执导，著名作曲家石松设计
音乐，安徽省话剧院老中青三代演员担纲
主要角色。

滁州“一链一行”加强产业链金融服务
本报讯（记者 罗宝 通讯员 喻松）“我

们公司共获得工商银行 3 亿元信贷资金，
对于公司更好更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
日，在滁州市“光伏产业链”银保企对接交
流会上， 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财
务部主管王芳说。当天，滁州市 9家银行、1
家保险公司与 7家光伏企业现场签订了授
信、合作协议，签约总额达 23.33亿元。

滁州市紧扣 “链条化 、集群化 、规模
化、高端化”目标，聚焦已初具发展基础、
市场空间巨大的光伏、半导体、汽车及装
备制造 、新能源电池 、医药器械 、智能家
电、新型化工、健康食品等重点产业，实行

产业链“链长制”。 为做好“产业链”金融服
务，该市创新机制，对八大产业链授信总
额 1 亿元以上、 授信银行 3 家以上企业，
成立联合授信专业委员会，试点以“主办
行+链主企业+链属企业”为主的“一链一
行多企”对接模式，全程督促融资进展情
况，确保企业信贷资金与融资需求精准挂
钩。 目前，已成功举办了汽车及装备制造
产业链、智能家电产业链、新型化工产业
链银保企对接会。 截至 8 月末，全市八大
产业链银行贷款余额 188.93 亿元，贷款余
额较年初增长 102.87 亿元，增幅 119.5%，
支持产业链企业 1324 户。

10 月 13 日， 第二届全国
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安

徽省选拔赛在阜阳技师学院开

赛， 来自全省 9 个市的 55 组
110名选手同台竞技，争夺参加
全国决赛的入场券。据悉，此次
选拔赛分为工业机器人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和无人机装调检修

工两大赛项。
特约摄影 王彪

人工智能应用打擂台

10 月 10 日，淮南市经开区国药集团国瑞药业生产车间内，工人在生产药品。 近年
来，淮南市经开区大力发展大健康产业，促进产业集聚，目前园区拥有医药企业 26 家，
产品多达 100余种。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医疗机构制剂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本报讯（记者 朱琳琳）为更好满足参

保群众用药需求，促进医疗机构制剂的临
床应用，近日，省医保局会同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出台 《安徽省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疗机构制剂支
付管理暂行办法》。

自 10 月 1 日起， 经省药品监管部门
批准或备案，取得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
或者传统中药制剂备案号，并符合临床必
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等基本条件的医
疗机构制剂纳入基金支付范围。 同时，经
省药品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符合卫生健
康部门制定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诊
疗方案的医疗机构制剂，经省重大疫情综
合医疗保障应急处置联席会议研究，按程
序可临时性纳入基金支付范围。

纳入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机构制剂，
应是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 以

下医疗机构制剂不纳入基金支付范围：如
主要起滋补、保健作用的制剂；含国家珍
贵、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的制剂；用于预防
和避孕的制剂；主要起增强性功能、治疗脱
发、减肥、美容、戒烟、戒酒等作用的制剂；
因被纳入诊疗项目等原因，无法单独收费
的制剂；酒制剂、茶制剂，各类果味制剂（特
别情况下的儿童用药除外），口腔含服剂和
口服泡腾剂（特别规定情形的除外）等；已
被相关部门取消或禁止配制的制剂；其他
不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制剂。

该办法的出台弥补了我省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管理
在医疗机构制剂方面的空白，可以更好地
满足参保群众的用药需求，降低群众医药
费用负担，提高参保群众的获得感；对促
进我省医疗机构制剂研发应用以及医疗
机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权威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