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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加力”护航制造业平稳较快发展

前三季度规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4%
本报讯（见习记者 朱卓）记者近日

从省财政厅获悉， 我省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大力推动制造业“减负”，持续落实减
税降费决策部署，前三季度，规上工业经
济呈现有规模、有速度、有质量、可持续
的良好发展态势， 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4%。

制造业进阶之路离不开财政政策
资金添翼护航 。 我省谋划出台中国制
造 2025 安徽篇 、制造强省建设实施方
案等政策举措 ， 构建形成了 “三重一
创 ”、制造强省 、科技创新 、技工大省 ，
辅以中国声谷 、数字经济 、集成电路 、
机器人、5G、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等 “4+
N”的政策体系 ，用政策为制造 “护航 ”。
“十三五 ”期间 ，我省累计培育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 90 家 ，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 1537 家。 两化融合贯标企业数 1400
余家 ，“皖企登云 ”企业数超 1 万家 ，累
计建成 5G 基站 2.9 万个， 筑平台为制
造“赋能”。

减税降费不断深化。2016 年至 2018
年累计减税降费 2835.9 亿元，2019 年新
增减税降费 802.2 亿元 ，2020 年全省累
计新增减税降费 681 亿元。 省级涉企行
政事业性收费实现清零。 大力开展“四
送一服 ”双千工程 ，扎实推进清理拖欠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注重发挥
财政政策资金引导撬动作用，累计拨付
91.5 亿元支持创新政银担合作机制，在
全国推广。 推动实施 1000 亿元制造业
融资贴息政策，撬动金融资本加大制造
业支持和投入力度，有力支撑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

安徽多处大遗址入选国家“十四五”保护利用规划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近日，国家文

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
项规划》，全国 150 处大遗址入选，包括
5 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大遗址。 我省
凌家滩遗址、双墩遗址、禹会村遗址、寿
春城遗址、大工山-凤凰山铜矿遗址、明
中都遗址等 6 处大遗址榜上有名， 同时
柳孜遗址列入跨省市保护利用的大运河
项目之中。

凌家滩遗址位于马鞍山市含山县凌
家滩村， 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建
造的祭坛、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红
烧土和积石圈等重要遗迹， 出土大批精
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2021
年 10 月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双墩遗址位于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
墩村北，距今约 7000 年，是淮河中游地
区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遗存。 禹会村遗址位于蚌埠市禹会区马
城镇禹会村及前郢村，因“禹会诸侯于涂
山” 的历史记载而得名，2020 年确认一
处迄今考古发现的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
大的龙山文化城址。 寿春城遗址位于淮

南市寿县城关寿春镇境内， 是楚国晚期
都城，先后出土过“大府之器”错银铜牛、
鄂君启金节、楚金币“郢爰”等精美文物。
大工山-凤凰山铜矿遗址位于芜湖市南
陵县和铜陵市境内， 是一处西周时期至
宋代的铜矿及冶炼遗址，发现有冶炼、采
矿遗址近百处。 明中都遗址位于滁州市
凤阳县， 由明中都皇故城和皇陵石刻组
成，其中明中都皇故城在建筑艺术上“继
承宋世传统，开创明清之新风”，在古代
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柳孜遗址
位于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1999 年被评
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大遗址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
一万年文化史、 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
文物资源。 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六
片、四线、一圈”为核心、以 150 处大遗址
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根据《专项规
划》，“十四五”时期，我国坚持国家属性、
考古支撑、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创新驱
动、融合发展的原则保护利用大遗址；到
2025 年，大遗址保护利用总体格局基本
成型。

持续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浩）11 月 18 日，省关

工委在滁州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关心下一代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精神， 交流关心下一代工作持续发展、高
质量发展举措。 省关工委主任张俊出席会
议并讲话。 各市关工委、三大系统关工委
主任以及相关基层关工委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 全省各级关工委要持续
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一
代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走向深入， 进一
步学懂弄通做实 ，做到学 、思 、用贯通 ，
知、信、行统一。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各级关工委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摆
在突出位置，切实抓紧抓好，使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关工系统走深走实。
要切实推动省党代会精神在关工委系统
贯彻落实， 认真梳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确定的工作任务， 结合关心下一代工作
实际，对照要求，抓好落实。 要科学对关
心下一代工作进行谋划， 把全省关工委
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出色、出彩、出众。

会议还对全省关工委基层组织建设
工作进行部署。

“下辈子，我还要当警察”
———追记太湖县原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王屑

■ 本报记者 陈成

从警 32 年来， 太湖县原副县长、县
公安局局长王屑奋战在打击违法犯罪第
一线，用生命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
初心使命， 先后被安徽省公安厅记个人
二等功 1 次， 被安庆市公安局记个人三
等功 5 次。 2021 年 9 月 1 日，王屑因患
胰腺癌救治无效逝世，年仅 52 岁。

王屑历经刑侦、经侦、反恐等多个岗
位，办案专业、坚守原则、有勇有谋是同
事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以王某志
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浮出水面， 这一
组织长期在安庆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实
施了多起违法犯罪活动。 由于时间跨度
大、涉案人员多，该案件侦办难度极大。

2018 年 8 月，时任安庆市公安局反
恐支队支队长的王屑， 被抽调到该案专
案组担任主办侦查员。接到任务后，王屑
收拾行李住进了办公室， 带领专案组成
员进行了两个月的全方位侦控， 成功绘
制出该组织人员架构图和关系网， 为侦
破该案打下基础。

“首犯王某志落网后，态度嚣张，拒
不配合调查。 王队长摆证据、讲法条，将

王某志的诡辩一一驳斥， 成功攻破犯罪
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专案组成员、太湖
县公安局三级警长赵铭晏告诉记者。 最
终，该案件顺利办结，以王某志为首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被连根拔除。

2020 年 5 月，被任命为太湖县副县
长、公安局局长后，王屑带领公安干警打
击黑恶势力及其 “保护伞 ”，共摧毁了 1
个黑社会性质组织 、5 个恶势力犯罪集
团、7 个犯罪团伙。

对待犯罪分子，他铁面无私，执法如
山；对待人民群众，他春风化雨，侠骨柔
情。 王屑在太湖县公安局江塘派出所调
研时了解到， 江塘乡发生了一起合作社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170 多名村民受
骗。由于办案力量薄弱，案件侦办一直没
有大的进展。

当天晚上， 王屑就召集人员研讨案
情， 次日就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了专案组。
为了让江塘乡的受骗村民们安心，王屑同
村民代表开了一次见面会， 他在会上承
诺：公安局一定会尽全力破案，以后每个
月将开一次见面会，通报案件侦办情况。

“专案组介入后，案件侦办顺利。 截
至目前， 太湖县公安局已按 42.7%的比
例向受骗村民发还了 320 余万元损失

款。 ”江塘派出所所长阳前锋告诉记者。
王屑常说：“干好警察，没有过硬的本

领是不行的。 ”工作之余，王屑总是挤出时
间提升业务能力，先后通过了高级执法资
格考试和全国司法考试，为做好本职工作
打下了扎实的法律知识基础。

日积月累的高强度工作， 王屑的身
体也亮起了红灯。 在备战全国法律知识
比武竞赛决赛时，他腹部持续疼痛，难以
进食，队友们纷纷劝他去医院看病。为了
集体荣誉，他坚持参加完比赛。竞赛结束
后，他又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看病的
事被一推再推。

2021年 2 月 11 日，除夕当天，王屑的
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 在组织的要求下，
他才肯去医院接受治疗，经检查被确诊为
胰腺癌。 躺在病床上，王屑仍牵挂着工作，
经常向探望他的同事询问工作进展。

在与病魔顽强地斗争 6 个多月后，9
月 1 日，王屑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着的公安
事业。 弥留之际，他用仅存的力气说：“让
我穿着警服走。 下辈子，我还要当警察。 ”

英雄不朽，丰碑永驻。 近日，安庆市
委决定，追授王屑同志“安庆市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并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向他学习。

我省建成一作物种质资源库
收集保存果树资源 1470 份、蔬菜种质资源 9280 份

本报讯 （记者 汪永安 ）记者从近
日在阜阳市召开的园艺作物种质创制
及生理生态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学术交
流会上获悉 ， 该重点实验室近 3 年来
在园艺作物资源收集保存 、种质创新 、
品种选育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
展 ， 建立了安徽省最大的果树种质资
源圃和蔬菜种质资源库 ，收集 、保存各
类果树资源 1470 份 、 蔬菜种质资源
9280 份。

在收集、保存种质资源的基础上，实
验室创制各类新种质 130 份， 其中彩色
辣椒、彩色乌菜、小型西瓜、浓香型梨、极
早熟桃、黄肉猕猴桃、大粒软籽石榴等国
内领先的特异新种质 36 份。挖掘到与果
实品质形成 、 抗性相关的重要基因 36
个 ，发表论文 115 篇 ，其中 SCI 论文 30

篇，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18 项，培育
国家登记品种 10 个，省级鉴（认）定品种
45 个 。 主持获得省部级一等奖成果 4
项， 中国园艺学会华耐园艺科技特等奖
1 项。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 湖南农业大
学校长邹学校 ， 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科学家 、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张绍
铃领衔的来自长三角科研院所和高校
的 11 位国内知名专家应邀参加了重
点实验室学术交流会 ， 对重点实验室
在梨 、西瓜 、辣椒 、番茄 、石榴 、乌塌菜 、
猕猴桃等主要园艺作物资源收 集 保
存 、种质创新 、品种选育方面取得的突
破性进展给予高度评价 ， 并对未来学
科均衡发展 、 实验室文化与制度建设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11 月 21 日，黄山风景区迎来今冬首场降雪，奇松怪石银装素裹。 游客置身黄山如在仙
境，纷纷驻足拍照留影。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11 月 21 日，在东至县尧渡镇兰城村食用菌种植示范基地，村民们忙着收获。 近
年来，东至县大力扶持食用菌产业发展，目前全县有 48 个食用菌生产经营主体，种
植总面积 6900 亩，产量约 13 万吨。 本报记者 李博 本报通讯员 方树华 摄

黄山迎来今冬首场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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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郑
莉） 记者近日从合肥海
关获悉 ，2021 年 1 月至
10 月 ，我省对 “丝绸之
路经济带 ”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
家进出口 1436.7 亿元
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
长 35%。 10 月当月，我
省对沿线国家进出口
157.2 亿元， 增长 38%，
占同期安徽省进出口总
值的 25.4%。

10 月我省对沿线国
家进出口主要特点表现
为几个方面： 从贸易方
式看， 我省以一般贸易
方式进出口 119.1 亿元，
增长 41.8%，占同期我省
对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
的 75.8%，加工贸易下降
15.8%， 保税物流增长
64.8%。 从市场主体来
看， 民营企业增速大幅
领先。 民营企业进出口
98.8 亿元， 增长 48.2%，

占 62.8%，国企增长 25.7%，外企增长
21.1%。 从国家来看，我省对泰国贸易
增长超七成。 印度、马来西亚和泰国为
前三大贸易伙伴， 合计占比 28.4%，对
泰国增长 73%。 从产品来看，进口高新
技术产品倍数增长 。 出口机电产品
65.4 亿元，增长 20.7%，占同期我省对
沿线国家出口值的 61.5%；进口高新技
术产品 19.1 亿元，增长 152%。

守护好山好水 铺就美丽底色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加快建设环境优的美丽安
徽。各地各相关部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省党代会部
署要求，坚定不移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把好
山好水守护好，让绿色成为安徽最动人
的色彩。

以更高站位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

近日，黄山市新安江畔，2021 新安
江绿色发展论坛暨生态博览会举行。主
办方、承办方使出“组合招”，探索举办
全省首个“零碳”会议，引领“绿色活动”
新风尚。 会议筹备组委托专业团队，按
照生态环境部《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
南（试行）》要求，对会议碳排放量计量
进行系统详细预估。 经测算，会议在会
场、交通、住宿、餐饮等环节预计产生碳
排放量 555.22 吨。 为中和会议碳排放
量，承办方以每吨 50 元的价格，在江南
林交所竞得歙县歙西国有林场开发的
555.2 吨林业碳汇，从而实现“零碳”会
议目标。

“举办‘零碳’会议，是推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更高站位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的一次有益探索。 ”黄山市政府秘书
长陈立青表示，围绕“双碳”目标，黄山
市将不断总结试点改革经验，建立健全
碳汇交易制度体系，奠定申报生态产品
价值机制试点基础。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
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坚定不移打造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区，以更高站位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我们将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科
学提出碳达峰分步骤的时间表、路线图，
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省发展改
革委环资处副处长周强介绍， 省发展改
革委将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 “1+N”政
策体系， 研究制定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
意见、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及分
领域分行业实施方案和各项保障方案；
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突出抓好十大
新兴产业“双招双引”，吸引更多龙头企
业、重大项目、高端团队在我省集聚；加
快推动能源结构调整， 推进能源综合改
革创新试点省建设， 大力发展光伏、风
电、抽水蓄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不断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等。

以更大力度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
11 月 9 日，随着省第三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督察省交通运输厅动员会召
开，今年第三批省生态环保督察组全部
实现督察进驻。 3 个督察组分别进驻省
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林业局，
重点督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情况和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
府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
况等。 各督察组进驻时间为 30 天，分别
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专门邮政信箱、微
信举报平台，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情况反映。

开展省级生态环保督察是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
手。 近年来，我省构建生态环保齐抓共

管格局，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动生态环保督察整改，集中攻克老百姓
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老百姓实
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以更
大力度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实施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升级版，抓好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反馈问题整改，完善
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等。

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办公室副主任程邦国表示，省生态环
境厅正在全面抓好省党代会精神的贯
彻落实，将积极建设“三地一区”作为重
要任务，全力以赴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坚持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
手，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一体
推进中央及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
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
题整改，有效管控生态环境风险，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力解决群众身边的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加快建设现代环境
治理体系， 强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奋力打造环境优的美丽安徽。

以更实举措推进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

近日，第六个“安徽湿地日”系列活
动在马鞍山市薛家洼生态园举行。石臼
湖湿地碳汇评估演示、安徽省首次“互
联网+湿地”义务认购、湿地摄影展、观
鸟比赛等活动精彩纷呈。安徽境内河流
纵横，湖泊密布，湿地生态多样、资源丰
富。 近年来，我省实施一系列重大保护
修复工程， 湿地资源得到进一步保护，
生态红利不断释放。 截至目前，全省湿
地保护率在 51%以上。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以更

实举措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实施重
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修复工程， 推进
长江、淮河、江淮运河、新安江生态廊道
和皖南、皖西生态屏障建设，实施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等。 以更严要求推进
生态环境治理，统筹推进河湖长制、林长
制、 田长制、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监督长
制，全面建设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等。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是新时代赋予
的艰巨任务。 省水利厅厅长张肖表示，
全省水利部门将按照省党代会部署要
求， 切实扛起长江大保护的水利担当，
加强长江水资源管理，落实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实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
度“双控”行动，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
加强河湖岸线管控，深入推进“清江清
河清湖”专项行动，清理整治危害河湖
健康的突出问题， 持续改善河湖面貌，
严格规范审查审批涉河建设项目，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加强长江水生态保护修
复，加大自然水系修复力度，加强水土
保持工作，开展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
整改工作，有效消除影响生态环境的突
出问题，为积极打造美丽长江（安徽）经
济带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省林业局局长牛向阳表示，将贯彻
落实省党代会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指导
思想、精准对照奋斗目标，以深化新一
轮林长制改革为总抓手，健全“五绿”协
同联动机制， 扎实推进 “五大森林行
动”，全面实施长江、淮河、江淮运河、新
安江生态廊道建设等重大生态保护和
修复工程，加快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深度推进绿色发展，全力助
推乡村振兴，奋力开创林业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注入新的更强动力。

·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