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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肿瘤易误诊 早诊早治是关键
据新华社电（记者 帅才）专家指出，

目前， 恶性肿瘤是导致 14岁以下儿童死
亡的重要原因。 儿童出现了腹痛、肿块等
异常症状， 很少有家长会往恶性肿瘤上
想，进而造成儿童肿瘤漏诊、误诊。专家呼
吁，儿童肿瘤治疗重在早期发现，如果青
少年儿童出现淋巴结肿大、无痛性肿块等
相关症状时，家长应引起足够重视，及时
就医。

儿童血液肿瘤科专家介绍， 各年龄
段儿童包括新生儿都有可能患肿瘤，发
病部位也包括全身各系统。 儿童恶性肿
瘤中最常见的是血液系统肿瘤， 除血液
系统肿瘤外，还有淋巴瘤等。

专家提醒， 儿童肿瘤早发现存在一
定的困难， 一是因为不少家长认为儿童
恶性肿瘤罕见，即便孩子出现了疼痛、肿
物等异常症状也很少往这方面想；二是

儿童年幼， 患病时无法准确表达感受，
一些肿瘤患儿到中晚期才确诊，耽误了
治疗。 如果孩子突然出现生长变慢、长
时间食欲不佳、 精神状态不好等情况，
家长可以在孩子睡觉时，摸一下孩子的
腹部、四肢看有无包块。 如果发现有包
块，家长应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就诊。 同
时 ，每年带孩子做一次体检 ，及时了解
孩子的身体情况。

20２2年 2月 23日 星期三 责编/张旭初 版式/孙冠贤6 民生新闻

关于开展“服务安徽十大风云资本”评选工作的通知
有关私募机构：

近年来，各类私募股权和创投机
构在助推安徽“三地一区”建设，支持
创新创业和转型升级，助力现代化美
好安徽建设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表
彰先进，进一步促进资本链、产业链、
创新链、技术链、人才链“多链协同”，
现开展 “服务安徽十大风云资本”评
选活动。

一、评选对象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

且近两年在安徽省内有投资项目的私
募基金管理人。

二、评价的主要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近两年

内累计投资省内未上市企业 （项目）

（投资时未上市）金额；对省内被投企
业（项目）发展赋能情况；促进区域经
济发展情况； 促进相关产业链集聚与
发展情况； 助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情
况；“投早、投小、投科技”等情况。

三、相关要求
（一 ）参评机构近两年内未受到

监管部门行政处罚 ， 司法机关刑事
处罚；未正在被有权机关立案调查。

（二）参评材料和数据须真实、准
确、可查证，所在单位对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请于 3 月 8 日前向安徽省私
募基金业协会提交参评材料， 并指定
1 名本单位人员为参评联系人。 参评
材料参考格式及申报方法请登录安徽

省私募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 http://
www.pfaap.org.cn 查看。

四、评选原则和程序
（一）评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 重点考察投资机构在服务安徽
经济发展中所作的综合贡献。

（二） 评选按照材料申报、 材料初
审、专家论证、专家评审、征求相关主管
部门意见和结果公示六个阶段实施。

（三）在全球科创资本（安徽）大会
上颁发奖牌。

咨询电话：0551-65652422，
0551-65652611。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

2022 年 2 月 23 日

·····百百百百百姓姓姓姓姓故故故故故事事事事事

“临时班主任”，温情陪伴留校学子
■ 本报记者 张岳

“孩子今年高三 ，因疫情而留在学
校过年，我们家长挺担心的 。 多亏汪老
师的陪伴和学校的关爱 ，让孩子度过难
忘又温暖的春节。”2 月 18 日，高三学生
林佳怡的母亲来到六安市毛坦厂中学 ，
专程感谢春节假期“临时班主任”汪伟。

农历腊月二十三， 是六安市高三年级
正式放假的日子。 这天，位于大别山深处的
小镇毛坦厂开始沸腾了。 街道上车辆络绎
不绝，校门口家长们翘首以盼，接学生放假
回家。 随着一串清脆的下课铃声，一个学期

终于结束，开启了期盼已久的寒假模式。 难
掩兴奋的师生们陆续奔出教室，涌向校门。

然而 ， 校园里还有来自 13 个省的
104 位因疫情影响而无法返乡过年的留
校学生，他们的假期怎么过？ 谁来陪伴？

“我来！ 我可以全天候陪伴，请放心，
孩子交给我！ ”高三年级部副主任汪伟拍
着胸脯说。

校党委书记、校长余存宝有点犹豫，
他知道汪伟家里的情况： 家里的老人天
天盼着孩子回家， 正在读初三的女儿假
期需要爸爸辅导， 终日忙碌的妻子盼着
爱人团聚……

看到汪伟的态度很坚决，校长有力地
拍了拍汪伟的肩膀：“辛苦你了！把孩子们
交给你，家长放心、学校放心！ ”

从那时开始，汪伟一刻也没有闲下来。
一日三餐，他早早地站在餐厅门口，等待学
生前来就餐， 直到学生们全吃上了热气腾
腾的饭菜，他才开始用餐。 晚上，他还陪伴
学生自习，及时为他们答疑解惑，带领他们
进行体育锻炼，放松心情，增强体质。 每天
傍晚，他都要带学生们收看《新闻联播》，了
解国家大事。 深夜，他和宿舍管理员一起穿
梭于每间寝室，直至所有的孩子都入睡，他
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宿舍休息。

这个寒假，汪伟老师每天都自己动手
打扫教室卫生，常常骑着电动车顶风冒雪
一趟趟奔波于快递站和学校间，帮助学生
拿快递。 他那开朗的性格和爽朗的笑声，
让远离父母的孩子们感受到亲人的温暖。
有的学生不称他“汪老师 ”而喊起 “汪爸
爸”了。

这个寒假很特别， 这个春节更加温
暖。 除夕当天，汪伟和学校领导准备了丰
盛的年夜饭，与留校学生欢聚一堂，共享
温馨年夜饭，共迎新春佳节。 汪伟给孩子
们带来“稳稳的幸福”，给家长们带来“妥
妥的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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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于

金龙）近日，淮北市
文明办、 市教育局
启动开展 “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 ”系
列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 深化中国梦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 加强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 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该 市 重 点 开
展 “童心向党 喜
迎二十大 ” “新时
代好少年 ”学习宣
传 、 “传承红色基
因 ”系列活动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
传承 、“学雷锋 ”志
愿服务 、“劳动美 ”
社会实践 、 “阳光
成长 ”心理健康教
育等 7 项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 ，引导
未成年人向上向
善 、 孝老爱亲 ，忠
于祖国 、 忠于人
民 ， 从小立志向 、
有梦想 ， 爱学习 、
爱劳动 、 爱祖国 ，
努力成长为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该 市 结 合 青
少年成长规律和
身心特点 ，创新方
法手段 ，注重仪式

感、参与感、现代感，增强学习教育
活动的时效性和感染力。 同时，注
重发挥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队
员、最美中学生、三好学生、优秀少
先队员等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示
范带动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确保
各项活动喜闻乐见。

蚌埠推进改善教育薄弱环节
本报讯 （通讯员 斳瑾 记者 孙言

梅）记者近日从蚌埠市教育局获悉，今年
该市计划新建改建城镇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 27 所、公办幼儿园 18 所，建成投用
学校 23 所、公办幼儿园 17 所，持续推进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

今年，蚌埠市将深入推动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发展，特别是加快中小学布局调
整，鼓励中学向县城集聚、小学向乡镇以
上集中。 加快集团化办学步伐，不断扩大
优质教育覆盖面，以紧密型集团化办学为
主，推动集团化办学向农村地区延伸。

同时，该市借助智慧教育，推进区域
内名师、名课资源共建共享，确保乡村学
校“开齐、开足、开好”课，实现国家、省、
市教学资源互联互通， 并运用多种途径
和方式引导城镇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向
乡村学校流动。

2月 22日，铜陵市新桥小学教师带领学生在劳动实践基地上劳动课。 春季新学期，新桥小学把加强学生新时代劳动教育与
落实“双减”结合起来，确定各班每周在劳动实践基地上两节劳动教育课，让学生参加种植、管理等农事活动，拓展学生视野，提
高劳动能力，养成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本报通讯员 过仕宁 摄

劳动实践 拓展视野

谨防“数字形式主义”滋生蔓延
田建川

推进数字化 、网
络化和智能化对政府

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意义重大。 但有的
地方在发展过程中，滋生出“数字形式
主义”，不仅脱离群众、增加基层负担，
还造成了资源浪费。

例如，在某些网络问政平台上，对
群众反映的个性化问题， 回复统一而
“官方”。群众诉求只是转交相关部门，
平台上显示“已办结”后就没了下文，
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有的地方为了提高工作 App 点
击率和官方微博活跃度 ， 给基层下
指标 、搞摊派 ，每周排名通报 ，基层
不胜其扰 ， 有的地方出现一人多机
刷点击率甚至购买 “水军 ”当粉丝等
现象。

少数领导干部将信息化、大数据
的简单运用视为工作创新，未经充分
论证就搞信息平台开发建设 ，“一片
火热 ”之后往往 “凉凉收场 ”，浪费老
百姓的血汗钱。

与传统形式主义相

比，“数字形式主义”更具
隐蔽性。梳理媒体报道发
现，在数字化基建、电子

政务、 基层数字化办公等领域，“数字
形式主义”已有所抬头，此风当刹。

“数字形式主义”表现形式多样，
但本质还是脱离实际、 脱离群众，其
背后是政绩观错位、 作风不严不实。
数字化 、智能化只是手段 ，踏踏实实
为人民群众服务才是目的。数字化治
理搞得好不好，群众满意不满意才是
衡量标准。

谨防“数字形式主义”，必须脱虚
向实 ，从重数据转向重实绩 ，求真务
实 、不玩虚活 ；对大搞数字化面子工
程的领导干部，应当依规依纪依法严
肃问责。

推行电子政务、数据化，目的是利
用数字技术提高为民服务的效率，方
便群众办事，更好满足群众需求。如果
背离这个初衷，搞成“数字形式主义”，
那就南辕北辙了。

六安采取系列举措稳企惠企

本报讯（记者 张大鹏）日前，六安
市出台多项惠企暖企政策。 一季度营
业收入 2 亿元以上的企业 ， 每新增
1000 万元奖励 1 万元，营业收入 1000
万元至 2 亿元的企业 ， 且同比增长
10%，每新增 500 万元奖励 1 万元；同
比增长 20%以上的， 每新增 500 万元
奖励 2 万元。对 2021 年一季度营业收
入无基数的新投产企业， 一季度营业
收入每新增 500 万元奖励 1 万元；对
季度营业收入增速超过 20%的在库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给予每户企业
1 万元奖励。

六安市规定， 对在库限上单位一
季度零售额同比增加 500 万元及以上
的，给予 5 万元奖励；对一季度餐饮营
业收入同比增加 50 万元及以上的，给
予 3 万元奖励。

该市规定，对一季度前计划开工

的重点项目 ，施工许可证 、绿色建筑
方案审查等实行告知承诺制 ， 容缺
办理 。 对一季度建筑业产值居全市
前 50 名且增幅高于 5%的本市建筑
业企业 ， 该市予以通报表扬并给予
信用加分。

该市将举办多场“春风行动”招聘
专场，加大劳动力余缺调剂。 一季度，
对全市非公企业职工参加社会保险、
缴存住房公积金满 6 个月的， 市县区
给予企业按当年新增职工每人每年
1200 元补贴 （100 元/人·月 ），不足一
年的按照每人每月 100 元计算。

此外，在企业融资服务方面，一季
度， 该市实体经济企业新增有效订单
经县区确认后， 新增贷款 500 万元以
上且贷款期 1 年以上的， 给予 1 年的
1%贴息补助和 1%担保费补贴。

安庆建立“路长＋检察长”工作机制
本报讯（记者 陈成）为充分发挥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助推路长制
各项工作有效落实， 安庆市日前印发
《关于建立“路长＋检察长”协作配合工
作机制的实施意见》。

安庆市出台的实施意见指出 ，
“路长＋检察长 ” 协作配合工作机制
主要包括定点办公 、信息共享 、协作
调查 、问题销号 、联席会议 、联合督
办等 6 项 。 具体流程为安庆市检察
院在安庆市交通运输局设立检察官
工作室 ； 路长制办公室及其成员单
位向检察机关提供行政处罚信息等
资料 ， 检察机关及时向路长制办公
室通报相关领域监督情况等信息 ；
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 ， 路长制办

公室各成员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其调
查取证和司法活动 ； 检察机关在履
行职责中发现路长制办公室各成员
单位有违法行使职权等侵害国家利
益或公众利益的行为 ， 应当建立问
题清单 ， 向相关责任单位提出检察
建议 。 此外 ，定期举办联席会议 ，双
方互相通报工作开展情况 ， 研究解
决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 对辖区内案
情重大复杂 、社会影响力大的问题 ，
双方可进行联合督办。

检察长和路长对公路、 公路用地
和公路附属设施、公路建筑控制区、公
路及桥隧渡口安全保护区、涉路工程、
公路养护、 路长制成员单位履职尽责
情况等进行监督检察。

冬奥吉祥物，这里放心购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冰墩墩’的手办能预订吗？ 现在预
订大概什么时候能到货？需要交订金吗？ ”

“不需要交订金，填一下表格，写清
楚您要购买哪一款商品，留下联系方式
就可以了。 ”

2 月 20 日，记者在位于马鞍山市冬
奥文化广场的北京 2022 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看到，前来预
约购买“冰墩墩”等冬奥特许商品的市民
排成了长队。 近期冬奥特许商品非常抢
手，该店一直处于断货状态，店内工作人
员手拿货品说明单页耐心地向市民解释
情况，并告知他们可以预约登记购买。

马鞍山市冬奥文化广场 2 月 4 日投
运， 广场一侧红色小木屋内的冬奥会官
方特许商品零售店，给市民带来了惊喜。

“我们之前备的货大年初五就被抢
购一空，许多市民打来电话询问，由于供
货紧张，店里一直处于断货状态。 ”特许
商品零售店运营负责人王蓬告诉记者，
自 2 月 5 日断货后， 他们积极与供货方
联络协调，开通预约购买登记服务，通过
电话和微信群向市民解释特许商品的到
货和销售状况等情况。

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对冬奥特许商
品的消费需求， 在马鞍山市冬奥会官方
特许商品零售店预约登记的市民， 不需
要交订金。 截至 2 月 20 日，预约购买登

记的商品为 2500 多件，折合货款总计约
30 多万元，全部由店家向供货方垫付。

“市民前来预约登记就是对我们的
信任。 ”王蓬说，2 月 20 日是本批次商品
预订的截止日期，他们尽快联系厂家，到
货后第一时间通知顾客。

“现场预约登记， 还不用交订金，我
觉得挺好。”在该店预约登记的市民汪女
士告诉记者，“想买一个‘冰墩墩’，送给
亲戚家的孩子，希望能早点到货。 ”

“我们的特许商品零售店不仅满足
了市民购买正品的需求， 而且预约购买
登记服务不收取订金， 打消了市民们的
疑虑， 让市民放心地预订自己喜爱的冬
奥会吉祥物。 ”王蓬说。

日前， 黄山市举办的徽
菜美食嘉年华之 “皖美好味
道 徽州名小吃”大赛颁奖活
动， 在该市网红打卡地黎阳
古街区举行。 活动现场摆放
的徽州小吃和商家现场直播

及烹饪的小吃名点， 吸引了
游客和市民品尝购买。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徽州名小吃
直播打擂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