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茛 8月 9 日，合肥市包河区
城管局工作人员在芜湖路
上向市民介绍老梧桐树成
长背景。

8 月 9 日，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上，669 棵梧桐树复壮和管养提升工程全部完成，每棵树挂上
专属“身份证”，实现一树一档，详细记录该树的编号、名称、科属、栽植时间、位置和生物学特性等
信息。 市民可扫描挂在每棵树上的专属二维码了解该树档案信息。

本报记者 李博 本报通讯员 赵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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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感染者基数大、疾病负担沉重，防治仍然任重道远———

肝炎防治需多方合作探索新模式
■ 新华社记者 沐铁城 彭韵佳

近年来， 我国在肝炎防治方面取得
巨大成就，已具备相关防治技术和能力，
但由于肝炎感染者的基数大、 疾病负担
沉重等因素，肝炎防治仍然任重道远。专
家认为， 需继续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
合，共同探索创新模式，推动消除肝炎危
害行动，遏制病毒性肝炎传播。

新阶段探索肝炎防治新模式
近年来， 随着生物医药创新产品不

断用于肝炎及所致疾病的诊断、治疗，我
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进入新阶段。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大学医学部
教授庄辉介绍， 抗乙型肝炎的药物虽然
尚不能完全治愈乙肝， 但坚持规范抗病
毒治疗能有效延缓和阻断病程进展，部
分患者可实现功能性治愈。

针对目前我国肝炎防治现状， 中国
肝炎防治基金会理事长王宇呼吁倡导
“应检尽检、应治尽治”，成年人尽早检测
一次乙肝、丙肝，感染者主动就医，接受
规范的肝炎诊疗和健康管理。

据悉，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在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领导下，正在积
极促进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渠道筹资
的创新模式，为各地提供技术支持，建立

筛查、诊断、治疗、随访闭环管理机制，探
索肝炎-肝硬化-肝癌全病程管理模式。

“我国已具备向肝炎防治新篇章迈
进的技术和能力， 现在要着手改进一系
列诊疗标准和治疗方案， 来响应世界卫
生组织的目标。 ”王宇建议，有条件的地
区， 特别是肝炎疾病负担较重地区开展
消除肝炎危害行动试点工作， 推动医防
结合、治疗与管理结合新模式。

肝炎防治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王宇表示， 由于孕产妇乙肝病毒携

带率仍处于世界卫生组织划分的中高流
行水平， 以及传播阻断效率的限制等多

种因素， 近年来 5 岁以下儿童肝炎病毒
携带率下降的幅度趋缓。

我国病毒性肝炎疾病负担依然沉
重，防治工作面临不少挑战。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
不同地区人群中乙肝和丙肝流行率的分
布存在显著差异。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代办乔建
荣表示， 中国的病毒性肝炎负担依然较
重， 慢性乙型和丙型肝炎感染者占全球
四分之一以上。

“当前，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依然薄弱，社会公众的认知水平和自我防
护能力也有待提高。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
局副局长沈洪兵表示，病毒性肝炎防控工
作任重道远，这需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他说，要坚持预防为主，从源头上有
效减少疾病传播；坚持综合施策，切实提
高防治管控的效果成效；坚持共建共享，
持续营造良好的支持性环境， 提高公众
肝炎防治意识。

“愿为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 本报见习记者 罗晓宇

“我很幸运遇到他，在我最无助的时
候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让我看到了生的
希望。 ”日前，一位造血干细胞受捐者对
记者说。

“当时我正在训练，得知有机会挽救
一位患者的生命，在与家人沟通之后，他
们都很支持我。 ”李少帅说。

李少帅是火箭军某部军人， 在部队
服役已有 12 年。 今年初夏，安徽省红十
字会联系李少帅所在部队， 告知他的造
血干细胞与一名患者初配成功。 就像接
到战斗命令一样，他毫不迟疑赶赴医院。

7 月 26 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的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室
里， 李少帅经过数小时完成了高分辨血
样检测、 健康体检、 制定采集计划等流
程，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采集结束后， 李少帅给患者写了一
封信：“我想送你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是
经历戈壁风沙千万年洗礼缔造的大自然
奇迹，它曾陪伴着我军旅生涯一路成长，
现在转赠给你……我是一个乐观积极的
人， 我希望我的乐观和积极能够通过血
液一起传给你，愿你早日康复，愿我们每
个人都能在今后的日子里平安喜乐！ ”

李少帅服役期间多次参与无偿献血
活动。 2018 年 12 月，他填写了中国人体
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 成为一名器官捐

献者。他表示，作为一名军人就要无私无
畏地为人民作贡献。

“如果不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 ，我会很遗憾 。 ”退伍军人邹扬扬对
记者说。

邹扬扬在空军服役五年。 今年 3 月，
他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我省第 400
例捐献者。 他的父亲、姐姐都是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在家人支持下，他成功帮
助浙江一位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重
获新生。 “虽然我已退伍，但仍要时刻为
党和人民奉献自己。 ”邹扬扬说。

来自黄山的程增华，刚从部队转业。
他曾荣立个人三等功 1 次、 被评为优秀
士兵 8 次。 16 年的军旅生活锤炼了他坚

毅的性格和担当的品质。 他经常参加义
务献血活动，累计献血 2100 毫升。今年 5
月，他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我虽脱下戎装，但热血永远为人民
流淌， 希望带动更多的人特别是退役军
人加入到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行列
中来，愿为更多的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
程增华说。

目前， 我省有 59230 名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库 (中华骨髓库 )，累计成功捐献 437 例，
其中，有 48 位是现役或退役军人，他们
用热血接续了生命之光， 用奉献为他人
续写了美丽的人生。

·百姓故事
夏花绚烂，英雄未走远

暮云平

2019 年 8 月 10 日， 在抗击超强
台风 “利奇马 ”的过程中 ，一个 33 岁
的年轻人，被巨大的泥石流裹挟和冲
撞，消失在山间。 “时代楷模”“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 ”李夏 ，用生命诠释了一
名基层党员干部的坚韧和执着、奋进
和求索。

三年过去了，在绩溪县荆州乡，李
夏烈士纪念公园的丰碑无言屹立。“初
心不因来路迢遥而改变， 使命不因风
雨坎坷而淡忘”，人们记得李夏的奋斗
宣言；“极耐得苦， 故能艰难驰驱”，人
们记得这句写在李夏工作日记扉页上
的座右铭。从屯溪区到绩溪县，从长安
镇到荆州乡，他把群众当家人，把公事
当家事，用青春抒写热情，用奋斗抒写
热爱。 一个基层干部，在有关生与死、
进与退、职与责的终极考场上，以血肉
研墨、以青春作笔，书写了一张笃实而

灿烂的生命答卷。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

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李夏青春的最
后一行注脚，留在深沉大地上，让人品
读、咏叹。 他抽取自己的骨髓，为百姓
兑取安居乐业。

作别母亲、妻女三年了，荆州乡的
山川、 河流、 庄稼都是他的亲人和恋
人，这里的山核桃林又将披金挂果，这
里的脱贫户日子越过越好， 这里的生
产生活一派欣欣向荣———长卧青山的
忠魂与他挚爱的事业同在。

英雄没走远，思念没变淡。我们向
这位山乡卫士献上诚挚的敬意和深沉
的缅怀； 我们追随他的脚步， 恪守信
念，迎难而上，胸怀朝阳，一路向前。

让生命的从容积淀， 喷发炽热的
岩浆；让松树的扎根奋斗，剑指无垠的
蓝天。

合肥地铁 5 号线北段长轨贯通
本报讯（记者 范克龙）日前，合肥地

铁 5 号线北段 (官塘车辆段至桐城南路
站)顺利实现长轨贯通。

5 号线北段正线全长 15.5 千米 ，共
计 13 座车站， 铺轨范围北起官塘车辆
段，南至桐城南路站，与既有 5 号线南段
接驳 ，铺轨总里程 34.045 千米 ，均为地
下线。

“长轨通 ”是指采用移动式闪光焊
机将已铺设的 25 米标准短轨焊接连

通， 锁定形成一条连续的无缝线路，可
有效减少行车颠簸及噪声，大幅提高轨
道列车乘坐舒适度。 轨道铺设工程主要
包含道床铺设 、道岔铺设 、无缝线路铺
设等工序。

目前 ，5 号线北段已顺利实现全线
洞通、全线长轨通。 下一步，合肥轨道集
团将全力推进 5 号线北段剩余工程，力
争早日实现 5 号线北段开通初期运营的
任务目标。

来安扩大“日间病床”受益面
本报讯 （记者 罗宝 通讯员 吕华）

日前， 来安县张山镇农民陶长峰因短暂
性脑缺血发作在镇卫生院治疗， 总费用
854元，其中个人支付 256 元。 陶长峰个
人只需支付少量医疗费用， 得益于来安
县实施的基层医疗机构“日间病床”住院
病种付费试点工作。

2021 年 5 月，来安县推进完善基层
医疗机构“日间病床”按病种付费试点。
从今年 7 月起将“日间病床”受益对象由
居民医保扩大到职工和居民医保全体参
保人员， 实施病种由原来 5 个扩大到 6

个中医病种、7 个西医病种。 对规定内病
种定额付费， 每个病种设定最高限额和
医保支付比例， 患者只需按比例支付限
额内的费用， 超额部分全部由医疗机构
负担，此举进一步规范了医疗服务行为，
保障参保患者利益和医保基金安全。

该县加大医保基金监管力度， 积极
探索智能监控等信息化手段， 结合现场
检查、病历审核进行综合管控，规范基层
医疗机构服务行为， 控制医疗费用不合
理增长，引导参保群众合理分级就医，促
进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日前，在肥西县紫蓬镇农兴社区文化广场，身着古典服饰的演员正在表演舞蹈
诗剧《只此青绿》。 当日，肥西县 2022 年文明家庭表彰活动在此举行，活动现场演出
了黄梅戏、庐剧、相声等传统文艺节目，精彩纷呈。

本报记者 许昊 摄

满街老梧
一树一档

荩 芜湖路上的老梧桐树。

带领乡亲们多种粮、种好粮
（上接 1 版）

汗珠从老徐斑白的两鬓冒出来，
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淌。他长出了
一口气：“长得好着呢！ ”

天边渐渐泛白了，也许是穿着白
衬衫的缘故，老徐的皮肤看上去黝黑
黝黑的。

夏粮早已归仓，新一茬庄稼是老
徐心头的“宝贝”。 “今年夏种，我在试
验田里种了 16 个新品种玉米， 还有
100 亩地在试验套种大豆和玉米。 ”

顺着老徐手指的方向，只见远处
抽穗的玉米和开花的大豆交错排列
着。 “良种配良法，才有好收成。 大豆
能固氮养地，地更有劲儿，还能少用
化肥。玉米不减产，多收一茬豆，收入
肯定错不了。 ”老徐说。

日头升高了。 老徐从地里出来，
脚上沾满了泥，衬衫也湿透了。 他用
手抹了把汗，从车篮子里拎出一个塑
料水杯，猛灌了几口浓茶，又从塑料
袋里掏出菜饼，坐在车座上就着蒜瓣
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谈起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老徐
乐呵呵地说：“总书记操劳国家大事，
那么忙还给我回信，我打心里感到当
农民、种粮食很光荣、有奔头。总书记
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心里

都热乎乎的。 不管平日里有多累，一
想到总书记的嘱托，浑身都是使不完
的劲！ ”

50 多年前，高中毕业的徐淙祥卷
起铺盖回了村。 他心里寻思：不能像
老一辈一样任由庄稼种在地 、 收在
天，自己读了不少书，不信就干不出
个名堂来。

从此，徐淙祥手上经常捧着农业
科技书， 还四处向农技专家拜师学
艺。 只要在田间地头搜罗到新品种，
他就像宝贝一样种到自己家的地里。

就这样 ，徐淙祥硬是从一个 “门
外汉”成了乡农技站站长，还被破格
晋升为高级农艺师，成了当地响当当
的种粮能手。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些年，可
是赶上了种粮的好时候，乡亲们劲头
更足了。 ”老徐说，“好政策一个接一
个， 土地流转让我种的地达到 1200
多亩。 种粮补贴更高了，最低收购价
也提高了，还有农资补贴呢。 ”

已是晌午，徐淙祥身边围了一圈
又一圈的人，他们是县里农业广播电
视学校的学员和村里的乡亲们。

“老徐，你快给看下，我这个玉米
叶子怎么那么干巴？ ”

“徐老师 ，种大豆 ，行距多少能

高产？ ”
徐淙祥从田里拔出两株大豆，给

大家讲起来。
“找上门来学技术的人多着呢，带

着乡亲们多种粮、种好粮 ，别提成就
感有多大了。 ”老徐说。

现在，徐淙祥正张罗着参与筹办
阜阳市种粮大户协会， 搭建线上、线
下平台，让农业技术传得更广。

在徐淙祥的农业实验室里 ，“阜
航麦 1 号”的种子被放在最显眼的位
置。 老徐满脸得意：“这可是坐着神舟
十号飞船上过天的好种子。 ”

有了好种子，老徐把自己也“种”
到了农田里，每天不是在农田里观察
侍弄庄稼，就是奔波在路上。 “靠着好
种子，今年夏收，一亩地打了 1600 多
斤粮，又创了新纪录。 ”

“在我的试验田里，像‘阜航麦 1
号’这样的小麦新品种种过 20 多个。”
老徐一边比划一边说，“不是吹牛，我
抓一把小麦，就大致知道是什么品种，
到麦田里转一圈就能估摸出产量。 ”

正说着 ， 徐淙祥腰间的手机响
了， 孙子徐旭东从实验室打来电话。
“催着我把样品带回去检测哩！ ”徐淙
祥说，儿子徐健跟他种示范田 ，孙子
大学毕业后给他做起了科技助手 。
“爷仨接力种好粮，咱后继有人啊！ ”

新华社记者 陈诺 姜刚 刘晓宇
（新华社合肥 8 月 10 日电）

携手共筑产业高地
（上接 1 版） 以科大讯飞担任首届理事长单
位的人工智能产业链联盟为例，该联盟去年
发起“长三角人工智能十大杰出人物”“长三
角人工智能十大示范场景” 等评选活动，表
彰行业领军人物和优秀应用案例，通过打造
示范样板，鼓励技术创新和应用落地。

数字化智能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
势所趋。 沪苏浙皖发挥长三角数字经济优
势，加快打造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 共建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平台集群。
目前我省累计培育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
130 个， 其中进入工信部试点示范 30 个，基

本形成以“双跨”平台为引领、区域型平台横
向覆盖、行业型平台纵向连接的全方位工业
互联网平台赋能体系。 截至 6 月底，重点监
测的 94 家平台已连接超 300 万台设备 、
3200 个工业软件、3100 个工业模型，服务企
业近 1.4 万家。 中国工联院安徽分院暨国家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中心正式落地合肥，工
业互联网数据资源聚集和赋能成效有望取
得新突破。

合力补链固链强链，共筑有国际竞争力
的产业高地。 今年 4 月，沪苏浙皖工信主管
部门共同商定长三角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

行动 2022 年工作要点， 将从贯彻落实长三
角制造业协同发展规划、支持四大产业链联
盟深化交流合作、完善提升长三角疫情联防
联控和产业链供应链重大问题协调互助机
制、 促进重大技术装备一体化发展等 13 个
方面继续发力。 以促进重大技术装备一体化
发展为例，根据工信部统一部署 ，开展以上
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重大技术装备协同
发展工作，以航空装备、船舶与海洋工程装
备、电力装备为重点领域，推进集群建设、创
新提升、品牌培育和开发合作 ，探索长三角
首台套装备互认支持政策。 随着产业链补链
固链强链行动的深入实施，长三角产业协同
将持续深化，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
化将取得更大进展。

芜湖加快构建
新兴产业聚集地

（上接 1 版）
2019 年， 芜湖市城市创新能力居

全国创新型城市第 29 位。 2020 年跃升
4位，跻身 25 强。 科技创新驱动力指数
居长三角第 ６ 位 ，入选 “科创中国 ”试
点城市。 2021 年，芜湖市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4303 亿元，增长 11.6%，增速居全
省和长三角首位。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值增长 36.4%，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
长 21.3%。

商场节能，吹起“绿色风”
（上接 1 版）室外照明关闭时间由过去的 21 时
15分提前至 21 时 05 分，公共照明开启时间从
过去的 8 时 45 分， 根据现实需要推迟至 8 时
55 分，餐厅商户的排烟机采用分段开关，１４ 时
至 １５ 时的餐饮商户休息时间风机关闭。 熊贤
军表示，节能必须从小事做起，要学会“抠”，虽
然看起来只有 10 分钟的照明开关， 日积月累
也是不小的能耗。

合肥商之都中心广场是我省商贸流通企业
践行低碳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 合肥肥东吾悦
广场将所有扶梯改造为变频式 ， 年节约电费
120 万元； 芜湖苏宁广场将公区的高损耗灯具

全面更换为 LED 射灯， 公区能耗每年可降低
120 万千瓦时……近年来 ， 我省践行安全、健
康、环保理念，实施节能减排、坚持绿色管理、倡
导绿色消费的绿色商场越来越多。 省商务厅市
场流通处负责人表示，目前我省已有黄山百大、
池州商之都、铜陵万达等 25 家单位获评商务部
“绿色商场”，到 2022 年底，力争 40%以上大型
商场初步达到创建要求。 各级商务部门将围绕
建立绿色管理制度、推广应用节能设施设备、完
善绿色供应链体系等方面， 鼓励广大流通企业
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引导各大型商场、超市参与
“绿色商场”创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