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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发布·

我省大力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
本报讯 （记者 何珂 ）城乡建设绿

色发展之路该怎么走 ？ 2021 年 12 月
30 日，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
发展的实施方案》；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通过的 《安徽省绿色建筑发展条
例》也将于今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条例 》规定 ，设区的市 、县 （市 ）、乡镇
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
的新建民用建筑， 应当按照不低于基
本级绿色建筑标准等级进行建设 ，这
意味着今后的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将进
入“全绿”时代。

高品质建设绿色建筑是推动城乡
建设绿色发展的一项有力抓手。 据悉，
我省绿色建筑建设从 2016 年的不足
3000 万平方米提升到 2020 年的超 2
亿平方米， 绿色建筑在新建民用建筑
中的占比高达 76.99%， 实现了跨越式
的增长。 为提升巩固我省绿色建筑发
展成果， 保障我省经济社会绿色化转
型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条例》 明确
新建城镇民用建筑全面建成绿色建
筑，到 2025 年，星级绿色建筑建设比例
达到 30%以上， 新增既有建筑绿色化
改造面积将超过 1000 万平方米。同时，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要组织编制绿色建筑发展专
项规划，并进一步明确在规划、土地供
应、设计、图审、施工、监理、验收、销售、
运行等环节的绿色建筑要求， 实现对
绿色建筑全过程闭合监管。 《条例》还
明确将绿色建筑产业发展纳入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从资金安排、容积
率奖励、 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扶持政策
方面进行了规定。

据介绍，《实施方案》从促进区域和
城市群绿色发展；推进城市更新行动，
加强城市智慧化和县城绿色低碳建
设，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城
市；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打造绿色生态

宜居的美丽乡村； 构建绿色技术创新
体系， 强化城乡建设绿色低碳科技研
发、 成果转化，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推
进城乡建设发展方式转变， 实现工程
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 推动形成绿色
生活方式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部署安
排，力争到 2025 年，全省城乡建设绿色
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
建设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 到 2035
年，城乡建设全面实现绿色发展，在实
现碳达峰基础上碳排放稳中有降 ，城
乡建设品质全面提升， 人居环境更加
美好， 城乡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

安徽8人荣登2021年11月“中国好人榜”
本报讯（记者 张岳）近日，中央文明

办发布 2021 年 11 月 “中国好人榜”，安
徽宋良友等 8 人全部荣登榜单。

淮北市原烈山煤矿退休职工宋良友
荣登“中国好人榜”。战争时期，他九死一
生立下赫赫战功，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
立两次一等功、 两次三等功、 三次四等
功，并被志愿军总部授予“战斗英雄”称
号。 和平年代，他合上功劳簿，深藏功与
名，近 70 年如一日，始终对自己的过往
守口如瓶。 1984 年，他以一名普通矿工
的身份，从淮北烈山矿退休。

除了宋良友，还有 7 位“中国好人”
光荣入选。他们是：情系“三农”50 余载、
退休后创办科普协会助力乡村振兴的
亳州谯城区淝河镇退休干部纪建立；扎

根乡村 36 载 、当好百姓健康 “守门人 ”
的蚌埠市马城镇白衣村卫生室执业助
理医师杨怀林；义献“熊猫血”挽救他人
生命、热心公益永葆军人本色的淮河能
源控股集团物资采供中心职工胡梦秋；
多次跳水救回 10 余人、 不图回报传为
美谈的金寨县供电公司专职电工王家
全；牺牲小我扛起家庭重担 、悉心照料
家人 40 余年的和县善厚镇皂角村青阳
自然村村民陈寿云；爱心助邻近 10 载、
无私付出彰显党员风采的芜湖市弋江
区马塘街道洪桥社区居民王翠华；不惧
脏苦累一线奋战 20 载、 默默奉献甘当
城市“美容师 ”的宣城市宣州区环境卫
生管理处古泉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推
土机驾驶员徐开锋。

我省完成 2022年度电力直接交易
达成交易电量逾千亿千瓦时

本报讯 （通讯员 季超 记者 田婷）
记者近日从国网安徽电力获悉，日前，我
省组织完成 2022 年度电力直接交易，达
成交易电量 1119 亿千瓦时 ， 预计占
2022 年全年成交总电量的 89.5%。 我省
成为全国首个完成 2022 年年度交易签
约比例超 80%目标的省份。

为促进市场化交易支撑电力保供工
作，我省积极行动，迅速落实各项举措。
科学制订方案，完善配套规则，发挥政策
规则在市场中的主导作用； 完善市场合
同调整与回购机制， 鼓励自主商定价格

浮动，提升中长期交易灵活性，消除高比
例签约后顾之忧。 合理引入价格杠杆等
市场化手段， 对合同外电量实行价格调
节，促进中长期合约能签尽签。 同时，坚
持依法合规、公平公正，确保市场环境公
开透明，保障交易顺利开展。

落实全年近九成购售电量， 奠定了
保障全省电量供需平衡的基础， 充分发
挥中长期市场“压舱石”“稳定器”作用。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组织、落实好各类电
力中长期交易， 促进中长期市场平稳运
营，全力保障电网供需平衡。

3场“村晚”列入全国示范展示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张理想 ）2021 年 12

月 30 日，2022 年全国 “村晚 ”示范展示
启动仪式暨云上发布会在北京举办。 我
省金寨县斑竹园镇斑竹园村 “村晚”、马
鞍山市当涂县大青山桃花村 “村晚”、阜
阳市阜南县段郢乡浦庄村“村晚”，列入
2022 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

2022 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
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 文化和旅
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共同主办，以
“欢乐过大年·喜迎冬奥会———我们的美
好生活”为主题，采取各地一体联动、线

上线下融合的形式， 开展充盈满满中国
风的接力展播， 展示各地新春大联欢的
美好景象。

2022年我省乡村“村晚”示范展示活
动， 将于春节前夕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方式举办， 目前相关筹备工作正在有序
推进。近年来，为丰富春节期间农村精神
文化生活， 省文化和旅游厅结合乡村文
化振兴、文旅深度融合、传统文化保护传
承等主题， 会同相关部门探索打造乡村
“村晚”品牌。 全省乡村“村晚”首场演出，
连年列入全国示范（分会场）活动，为营
造传统节日喜庆氛围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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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婉

婉）日前，美国物理学会
Physics 网 站 公 布 2021
年国际物理学领域十项
重大进展，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潘建伟、 朱晓波、陆
朝阳等完成的“祖冲之二
号”和“九章二号”量子计
算优越性实验与美国宇
航局“帕克 ”太阳探测器
首次飞越太阳的日冕层、
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发现基本粒子缪子的行
为和标准模型理论预言
不相符等十项研究成果
入选。

2021 年 10 月 25 日，
著名物理学期刊《物理评
论快报》刊发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团队
关于量子计算的两大成
果。 其中，他们成功构建
了 66 比特可编程超导量
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二
号”，实现对“随机线路取
样” 问题的快速求解，比
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快数万倍，使得我国首次
在超导量子体系达到“量
子计算优越性” 里程碑。
在光子体系，他们在世界
首个达到“量子计算优越
性”的“九章”光量子计算
原型机的基础上，研制出
113 个光子 144 模式的
“九章二号”，实现了相位
可编程功能 ，对 “高斯玻
色取样”问题的求解速度
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
机快亿亿亿倍，再次刷新
世界纪录。

这一系列成果使我国成为目前国际
上唯一同时在两种物理体系均达到 “量
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的国家。

美国物理学会评价认为，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研究团队在与谷歌、IBM 等竞
争中脱颖而出， 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验
论据， 在他们的超导和光学量子计算机
展示了卓越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1月 1日，滁州市南谯区红庙社区群众自编自演花灯船，喜迎新年。
本报通讯员 董超 高超 摄

“干农业，是值得一辈子做的事”
———记2021年度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王敏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干农业，虽然不容易，但确实是值
得一辈子去做的事。 ”近日，宿州市埇桥
区兴农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敏
对记者说。 1995 年,王敏从部队退役后，
扎根基层 26 年，为乡村发展作贡献。

从部队退役后，王敏被分配到宿州埇
桥区农机局担任农机技术员。虽然出身农
家，但对于农业技术，王敏是个实打实的
“门外汉”。 为了早点适应岗位，军人出身
的他，咬着牙也要把技术学会。 “当时自己
是力行‘三学’———向书本学、向农民学、
向农机专家学。 农业毕竟是实践科学，接
触多了慢慢就入门了。 ”王敏回忆说。

从一个农业“小白”成长为一名“土
专家”，王敏不断在农业技术推广上取得
进展和突破。 2012 年，王敏被任命为埇
桥区第一农机化技术推广站站长， 具体
承担 “智能装备机械化” 方向的实验建
设。 他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带头探索的
《秸秆全量还田条件下玉米（大豆）宽行
距标准化种植技术》 获区政府科技创新
奖，该技术在全省推广，有效解决了秸秆
禁烧难题， 仅 2016 年至 2018 年就累计
节本增效 7419 万元；他推广冬小麦精量
播种技术， 每年为农民节约耕种成本近
9000 万元。 王敏负责的技术推广站拥有
各类试验、示范机械 62 台套，能够独立

完成各类农机化技术试验示范。
埋头苦干为农业作贡献， 王敏也是

吃了不少苦。一年午季，为了完成操作联
合收割机进行小麦收获作业试验， 王敏
在近 40 摄氏度的高温下连续工作 6 个
小时，结果因劳累过度，不慎从 2 米多高
的收割机上摔了下来， 致使 4 根脊椎骨
骨折。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可王敏却
仅在医院住了不到 20 天，腰上带着护具
就回到了工作岗位。 “农业事情多，得有
人干， 我实际上是千千万万农业人的缩
影而已。 ”王敏说。

2017 年 9 月，王敏积极响应组织号
召， 担任埇桥区大泽乡镇雪花村扶贫工
作队专干。雪花村地理位置偏僻，人心涣
散，发展较为落后。 面对现状，王敏要求
自己务必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 他配合工作队队长抓党建、带
队伍、谋发展。 几个月下来，就把全村上
下的思想凝聚到脱贫攻坚的道路上。 要
想富，先修路。王敏和工作队队长一起不
辞辛苦地跑资金、找项目，总投资约 800
万元、全长 12 公里的村村通公路修建完
工，极大便利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
农产品的运输。 2018 年，王敏还先后为
该村争取到村项目资金 100 多万元用于
产业发展，建设种植大棚。在王敏和村民
们的共同努力下，2020 年， 雪花村 270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驻村扶贫取得成功， 乡村振兴大幕
已开。 2020 年 6 月，考虑到王敏在农业
技术和农业生产组织上的专业优势，组
织上安排他到埇桥区兴农供销集团公司
工作。一上任，王敏就带领队伍对光伏电
站进行管理、维护，先后给 14 个偏僻电
站、3 个大电站安装远程监控设备，修复
了围栏，完善了警示标牌、消防设备。 目
前，各电站运行正常，源源不断地为乡村
振兴输入“能量”。

王敏还利用夹沟镇的土壤优势 ，
建立了 400 亩红薯产业发展基地 ，通
过攻克种植技术难题 ，降本增效 ，每亩
可实现增收七八百元 。 针对农业生产
容易受市场波动影响 ， 造成 “谷贱伤
农”，他带领公司在埇桥区夹沟镇湖疃
村建设全程农事中心 ， 目前已完成冷
库 、综合服务中心 、烘干塔建设 ，预计
今年年初可完成全部建设。 届时，可实
现年利润 200 万元左右。 “在乡村振兴
中做产业、做模式 ，为农民搭建保障平
台 ，逐步将农业做到专业化 、精细化 ，
并延长产业链 ， 能使农民增收稳定有
保障。 ”王敏说。

退役不褪色，岗位践初心。 26 年扎
根基层，王敏兢兢业业，荣获全国“十佳
农技推广标兵”、2021 年度全国 “最美
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和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孙洪谟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 离休干

部、 原安徽省储备物资管理局财务处
副处长孙洪谟同志，因病于2022年1月
1日12时30分在合肥逝世，享年103岁。

孙洪谟同志 ，1919 年 7 月出生 ，
山东省文登市人，1941 年 2 月参加工
作，1947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
任胶东东海军分区战士、会计，胶东军
区六师九团后勤生产股会计， 第九纵
队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后勤会计， 抗美
援朝志愿军二十七军八十师二四〇团
后勤会计、出纳、财务主任，南京军区
后勤财务部助理员， 巢湖地区农机厂
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安徽省储
备物资管理局六三四处革委会副主
任、财务处副处长等职。 1981 年 9 月
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

孙洪谟同志的遗体定于 2022 年 1
月 3日 9时在合肥市殡仪馆火化。

我省新增 21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龙头”
总数达 83家，跃居全国第六

本报讯（记者 史力）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 代表着一个地区现代农业发展
水平。 日前，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 商务部等部门认定新一批 413 家企
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
中我省有 21 家企业入围， 总数达到 83
家，从全国第 10 位跃居第 6 位。

这 21 家企业既有快餐连锁企业 ，
也有传统茶产业 、水产 、粮油 、禽业以
及中医药产业企业 ，涉及行业多 ，覆盖

面广 ， 代表了我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水
平和方向 。 这些企业均通过农民专业
合作社 、专业大户直接带动农户 ，或者
通过建立合同 、合作 、股份合作等利益
联结方式带动农户 ， 促进了农民增产
增收和地区乡村产业发展 ， 是推动乡
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负
责人表示，这些龙头企业将进一步强化
科技创新 ，提升技术装备水平 ，引领标

准化生产 ，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发展； 立足优势特色资源，
拓展乡村多种功能 ， 构建农业全产业
链，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完
善联农带农机制， 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

总数从全国第 10 位跃居第 6 位，显

示近年来我省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加
快，质量提升。 去年以来，围绕稻米、小
麦、玉米、生猪、家禽、蔬菜、茶叶、中药材
等 10 大优势产业， 着力打造 10 个全产
业链产值达千亿级绿色食品产业。 去年
前三季度， 全省规上农产品加工产值增
速为 7.5%。 全省 20 强县农产品加工业
产值 2395.0 亿元，同比增长 23.3%，比全
省规上工业增速高 15.8 个百分点。 20 强
园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1306.7 亿元，同比
增长 15.8%。 去年前三季度，24 个“一县
一业（特）”示范县主导产业累计投入各
类资金 59.8 亿元 ， 实现全产业链产值
703.7 亿元，同比增长 15%。 亳州市谯城
区中药材、怀远县糯稻、宣城市宣州区家
禽、长丰草莓等主导产业发展较好，全产
业链产值分别达 162.5 亿元，79.3 亿元、
74.2 亿元、68.7 亿元。

1月 1日，滑雪爱好者在岳西县石关乡大别山滑雪乐园里滑雪。 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越来越多的游客参与到滑雪
运动中，体验冰雪运动乐趣。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黄山市旅游综合执法提质扩面
本报讯（记者 吴江海）1月2日，记者从

黄山市文旅局获悉，省司法厅日前批复黄
山市旅游综合执法试点范围拓展到全域，
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扩大到204项。

根据批复，黄山市在全市旅游管理领
域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试点范
围由原来的屯溪区、黄山区、黟县和黄山
风景区拓展到全域所有县区。在旅游管理
领域内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由原来
的 88项扩大到 204项， 其中文化市场管
理方面 187项、市场监督方面 10项、交通
运输管理方面 5项、体育管理方面 2项。

2017 年 1 月 1 日，黄山市在全国率

先开展旅游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
权试点工作，成立旅游管理综合执法局，
统一集中行使 8 个部门 88 项涉旅行政
处罚权，并构建旅游+警务、旅游+法庭、
旅游+仲裁有机结合的旅游纠纷大调解
体系，实现了旅游市场监管、执法、查处
“三统一”。 2017 年 1 月至 2021 年 11 月
数据显示 ： 该市共办理旅游综合案件
369 件，罚没金额 75 万余元；累计受理
有效投诉 2480 起，其中旅游类 1580 起，
非旅游类 900 起， 每年万人接待量投诉
率在 0.1 左右， 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以
及重大旅游投诉，游客满意度不断提升。

百亿新能源项目落户砀山县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苏文

晶 李艳龙）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午，砀
山县与来自上海、 苏州等地的 5 家新能
源汽车生产及配套企业签订投资协议，
首批项目落户砀山新能源产业园区，总
投资超 100 亿元。

2021 年以来，砀山县在巩固提升传
统农产品深加工优势的基础上， 重点发
展医疗器械与新能源两大产业。 在招商
模式上，继近期引进生物医疗产业后，砀

山县把新能源汽车产业招商引资的重点
放在上海、苏州等发达地区，并采用平台
招商模式， 与苏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商会
进行战略合作， 增强招商引资的产业聚
集效应。 同时，该县在科研扶持、税收机
制、土地供应等方面打出“组合拳”，给落
户企业吃下“定心丸”，形成引得好、留得
住、长得大的良性循环，着力打造与合肥
新能源产业配套呼应的皖北新能源产业
示范区。

冰雪运动“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