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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春联挂上古城门
■ 本报记者 柏松

“一梦图南，启万里鹏飞，抖开春幕；
百年向上，听五更虎啸，响彻楚天”。 1 月
25 日上午，农历小年，寿县古城通淝门，
红底黑字的巨幅春联在城门两侧挂起，
引来群众阵阵喝彩。

古老的城门、巨幅的春联、斑驳的城
墙、喜庆的红色……虎年春节日益临近，
寿县千年古城的年味越来越足。 记者看
到，4 座城门两侧悬挂着的楹联佳作，既
有传统意蕴又富有时代内涵， 美好的文

字和明亮的色彩， 让这座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洋溢着传统文化的气息。

无联不成春，有联意才浓。记者了解
到，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书法之
乡，寿县将春节、楹联、书法、城墙四大传
统文化元素融于一体， 把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浓缩到吉庆的新春楹联中。 当天,
寿县古城 4 座城门同时挂出春联。

寿春挂春联，古城年年红。 为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传统春节欢乐
祥和的气氛，寿县举行“城门挂春联”活动，
向国内外楹联名家和楹联爱好者征稿，收

到全国各地的应征春联近 3000件。
这是寿县举办的第四届古城挂春联

活动。 寿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琼告诉
记者，此项活动已经成为每年定期举办的
优秀节庆传统文化活动。 经过中国楹联学
会组织的专家评选，共有 24 副作品入围，
最终确定悬挂 4座城门的 4副春联。

“虎鸣盛世，福满寿州，赓续百年梦
想；凤舞朝阳，门盈瑞气，邀来七彩春光”。
宾阳门是古城东门，也是寿县瓮城保存最
为完好的城门， 欣赏着城门两侧的春联，
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返乡过年的魏良丰

告诉记者：“古城贴春联，饱含着家乡对新
年的期盼与祝福，让人特别亲切！ ”

“在古城悬挂春联，增添了喜庆的节
日气氛， 为全县人民和外来游客送去新
春祝福。 ” 寿县文联主席黄先舜告诉记
者，加强古城保护，传承文化基因，不仅
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提升了古城的品位和知名度。

在通淝门、定湖门、靖淮门、宾阳门，
道德模范、省市劳模、“淮南好人”代表一
起见证大红春联挂上城门， 人们驻足观
看，品读春联，拍照留念。

淮北烈山区

专项行动助企招工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祝祥龙 ）近年来 ，淮北市烈山区把解
决企业缺工问题、 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发展质量作为重点内容，实施助企
招工专项行动，努力缓解企业用工紧
缺问题。

烈山区深入走访全区用工企业，
全面摸排辖区内企业用工需求， 建立
企业缺工数据库； 开展劳动力资源调
查，全面调查摸底各村（居）当地的劳
动力以及外出劳动力情况，建立“农村
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动态掌握人力资
源状况，实行实时更新、动态管理。

该区深入用工企业，开展企业新
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参
训人员的就业率和上岗率 。 今年以
来， 该区邀请区外区内 365 家企业和
用人单位进行招聘 ， 累计提供岗位
12770 个。

烈山区引导企业转变用工观念，
指导企业优化人力资源服务， 形成工
资正常增长机制； 督促企业改善员工
工作、就餐、住宿、娱乐等条件，保障职
工合法权益。

省大气办发出倡议
春节期间不燃放烟花爆竹

本报讯 （记者 夏胜为）1 月 26 日，
省大气办发出关于春节期间禁燃禁放烟
花爆竹的倡议， 倡议全省广大居民不燃
放烟花爆竹，共同维护美好环境，过一个
清新、环保、安全、低碳的春节，以实际行
动助力绿色发展。

每逢新春佳节， 很多居民以燃放烟
花爆竹的方式欢庆传统节日， 营造喜庆
气氛。 但燃放烟花爆竹不仅容易危及人
身安全、引发火灾事故，还会产生较大噪
声及颗粒物、二氧化硫等空气污染物，影
响空气质量，危害人体健康。 虎年将至，
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在更加安全清洁
的环境中欢度新春佳节， 省大气办发出

不燃放烟花爆竹倡议。
倡议书提出，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各

级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自觉带头不
购买、不燃放烟花爆竹，同时引导和带动
周边人员积极响应倡议， 积极劝阻在禁
燃禁放时段和地段销售、 燃放烟花爆竹
的行为； 全省各级行政机关、 企事业单
位、社区、学校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管理
部门加强监督，对机关单位、社会团体和
企业因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火灾、 环境严
重污染事件的严肃处理； 居民朋友可选
择喜庆音乐、 鲜花等丰富新颖的节庆方
式，过一个低碳环保的新春佳节，使生活
环境更加文明安全、洁净宜居。

合肥至哈尔滨

直飞航线开通
本报讯 （记者 范克龙 ）1 月 25

日， 由西部航空执飞的合肥至哈尔滨
直飞航线首航， 标志着合肥至哈尔滨
新航线正式开通， 新航线将满足两地
出行往来，助力冰雪旅游出行季。

据介绍， 此次西部航空合肥—哈
尔滨新开航线由 A320 飞机执飞 ，每
周 3 班 ， 周二周四周六执行 。 去程
PN6275 航班计划 09：20 从合肥起飞，
12：25 抵达哈尔滨；返程 PN6276 航班
计划 13：40 从哈尔滨起飞 ，16：55 抵
达合肥。 此次航线执行最低票价 767
元，为市场最低价格。

当下正值冬季冰雪旅游旺季，哈
尔滨是冰雪文化名城，有冰雪大世界、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等景区， 可让
旅客饱览冰雪风光和体验众多冰雪项
目。 此次航线开通将更好地满足广大
旅客冬季出游需求。

萧县实现房产供电联合过户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徐

明）日前，萧县在宿州市率先推行“房产+
供电”联合过户，实现用户办理房产过户
后同步完成供电过户， 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

去年以来， 国网萧县供电公司不断
精简办电业务申请资料， 推行 “零证受
理”，实现客户办电“一次都不跑”。近期，
在国网萧县供电公司与萧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共同努力下，双方贯通系统平台、调

试升级系统数据， 最终打破了以往政企
之间数据不联通、无法共享的壁垒，实现
了不动产中心交易登记信息和供电公司
客户用电信息的数据共享。

萧县供电部门将持续深化优质服
务，加快推动政务信息互通共享，进一步
提升办电效率和办电服务体验， 继续深
化政企协作， 将主动服务落实到用电全
过程，持续提升客户办电的便利度、满意
率和获得感。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省
国资委关于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庐江
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函》（皖国资改革函
〔2021〕297 号） 及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庐江高速公路管
理有限公司股东作出的股东决定，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60 亿元）整体吸收合并安徽省交通
控股集团庐江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 万
元）。 合并后，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
注册资本及股东均不发生变化，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庐
江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不经过清算程序予以解散、注
销， 其全部债权债务均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依法承继。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请安徽省交通
控股集团庐江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债权人向存续公司
申报债权登记。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丙顶 联系电话：0551-63738359
地址：合肥市望江西路 520 号皖通高速高科技产业

园 6 号楼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庐江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1月 27日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安徽省
交通控股集团庐江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公告

1月 25日，明光市政府、市人武部工作人员来到桥头镇岗王村立功军人
陈广辉家，向亲属送上立功喜报。 陈广辉圆满完成多项训练任务，荣获董存
瑞奖章一次、三等功三次，并被评为“强军精武标兵”等。近日，陈广辉再次荣
立二等功。 本报通讯员 袁松树 阚红艳 本报记者 周连山 摄

立功喜报送到家

近日，宿松县组织特教学校教师走进特殊儿童家庭，送教上门。 近年来，宿松县
持续开展送教送学上门活动。 去年下半年以来，该县为 97 名特殊儿童送教送学，对
6户重度残疾特殊儿童每周一次送教送学。

本报通讯员 杨东晓 摄

合肥高新区开设“高企咨询专窗”
本报讯（记者 洪放）近日，合肥高新

区“高企咨询专窗”正式启用，为园区科技
型企业提供全天候高企咨询服务。

合肥高新区是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区域。 近年来，合肥高
新区强化引导、服务前移，在该区行政服
务中心设立高企咨询专窗，面向入区注册
企业提供高企规划咨询，让企业注册成立
和高企培育辅导无缝对接，实现“入区即
入库”。 同时，窗口还将针对有关于高企政
策、申报相关问题的企业，提供一对一专

业服务， 围绕高企政策为企业答疑解惑。
高企咨询专窗于 1月 10日正式启用。

近年来， 合肥高新区持续加大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工作力度， 不断推出创新
举措。 该区在全省率先开展区级高新技
术企业评定， 高企梯度培育链条日益完
善。同时在全省首创发放合创券“高企专
用券”，并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主动挖掘
高企后备企业， 通过精准培育实现了高
企数量增长。 2021 年，合肥高新区新增
高企突破 400 家，总量接近 2000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