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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4人获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本报讯（记者 殷骁）8 月 22 日，共青

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
委印发 《关于颁发第十三届中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奖的决定 》，89 名来自全国各
地具有较强探索精神、 实践能力和创新
潜力的大中小学生获得表彰。其中，我省

阜阳市成效中学 8 年级学生李景泰、安
徽工业大学冶金工程学院冶金工程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郑伟成、安徽农业大
学 2018 级生物类创新实验班学生吴菲、
皖南医学院医学信息学院学生桂媛媛等
4名同学获得该项荣誉。

因疫情防控要求，本届中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奖评选工作创新开展网络评
审和“云答辩”，全面客观了解候选人真
实水平。 最终获奖者中有的从小以伟大
科学家为榜样，将好奇心转化为对科学
技术持之以恒的探索； 有的刻苦攻关，

立志保护雪域高原的生物多样性；有的
积极投身国防科技事业 ，聚焦攻克 “卡
脖子”技术。 他们将示范带动更广大青
少年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参与科技
创新。

据悉， 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是鼓
励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的最高荣
誉， 奖励初始基金由邓小平同志生前全
部稿费设立，至今共有 1279 名大中小学
生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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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的成就 安徽这十年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加快建设美丽安徽
■ 本报见习记者 罗晓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好山好水
要保护好。 8 月 24 日，省委宣传部举办
“安徽这十年” 生态环境保护专场新闻
发布会，介绍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进展成效。 十年间，我省以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生态环境
质量大幅改善。

2021年， 全省PM2.5平均浓度为34.9
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32.7%；地表
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83.5%， 总体
水质优良比例较2012年上升10.6个百分
点，劣Ⅴ类断面比例由11.4%下降为零，
城市黑臭水体全部消除；公众生态环境
满意率屡创新高，2021年达93.4%。

源头治理 持续降污减排

生态环境保护关键在治理。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省始终坚持对大气、水资
源、山水林田湖等进行治理，减污降碳
力度持续加大。

在打赢蓝天保卫战中，我省严格落

实大气污染防治控煤、 控气、 控车、控
尘、控烧“五控”措施。控制煤炭消费，全
面完成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淘汰，大
力推动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替代，将散煤
燃烧转变为集中高效燃烧；严控工业废
气，开展工业炉窑深度治理，推进钢铁
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全面推动石化、化
工等重点工业企业污染物减排；控制机
动车污染， 开展柴油货车污染专项治
理， 全省机动车国六排放标准全面实
施，注销老旧车辆近 98 万辆，基本杜绝
“冒黑烟”机动车上路现象；控制各类扬
尘污染，实行施工扬尘“六个百分百”提
升工程， 一改城市建设 “尘土飞扬”现
象；控制秸秆焚烧、烟花爆竹燃放，通过
卫星遥感、视频监控、人工巡查相结合，
立体化开展秸秆禁烧；划定烟花爆竹禁
燃区与倡导文明过节相结合，减少春节
等时段集中燃放烟花爆竹对环境空气
的影响。

水是生命之源， 万物之本 。 这十
年， 我省水环境治理取得了转折性变
化，优良水体比例稳步提升，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划定了保护区并实施了保

护区问题 “清零行动 ”，从源头上保障
了群众饮水安全。 我省落实长江保护
法， 实施更为严格的巢湖流域地方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 实施六期环巢湖生
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全面完成环巢湖
十大湿地建设，巢湖水质保持Ⅳ类，连
续两年未发生大面积蓝藻水华； 长江
流域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提高到
92.7%，干流水质稳定在Ⅱ类 ；淮河干
流水质优于Ⅲ类； 新安江出境水质长
期保持在Ⅱ类，高锰酸盐指数、氨氮较
2012 年分别下降 11.1%、50%，新安江
黄山段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 水质
优良比例始终保持 100%；城市和县城
生活污水处理能力达 990 万吨/日 ，污
水管网总长近 3 万公里。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 ”这十年，我
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绿色生态
屏障织密筑牢。 建设长江、淮河、江淮
运河、新安江生态廊道和皖西大别山、
皖南山区生态屏障， 全省森林覆盖率
超过 3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圆满完
成新安江生态补偿三轮试点后， 启动
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试

验区，每年向千岛湖输送近 70 亿吨好
水 ， 新安江模式在全国其他 10 个流
域、15 个省份复制推广；生物多样性不
断丰富，“十年禁渔”严格落实，长江江
豚嬉逐皖江，东方白鹳展翅巢湖，扬子
鳄扩繁到 1.4 万余条。

绿色发展 助力“双碳”目标

这十年，我省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加
快， 引导结构优化升级取得显著成效，
推动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

这十年， 全省碳排放强度降低了
21.3%， 单位 GDP 能耗下降了 31%，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氮等主要污染物下
降幅度均超 20%。 全省煤炭消费占能源
消费比重下降 14 个百分点， 可再生能
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 26.5 个百分点。 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值占规上工业比重 ， 分别由 2012 年
34.8%、18.1%提高到 2021 年的 45.7%、
41%。水路运输量一直排名全国第 1 位，
在全省公路、铁路、水路三大运输结构中
占比达 35.81%。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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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连日高温晴热天气， 至 8 月 23 日，高
温结束， 但降雨依然稀少， 农业灌溉仍大量需
水。 灌区水利工程，就成为送水的关键通道，一
条条主干渠 、分支渠 ，犹如 “主动脉 ”和 “微循
环”，将汩汩清泉送入田间地头，为农田解旱、为
庄稼止“渴”。

庄稼止“渴”，“大动脉+微循环”
送水入农田

8 月 22 日 12 时，在烈日照射下，六安市霍
邱县冯瓴镇柳台村的气温达 39℃，四周是焦躁
而刺耳的蝉鸣声。

记者行至附近的稻田，只见庄稼长势不错，
一条灌溉水渠穿插其中， 水管里的水像喷泉一
样喷向农田。

这 1000 多亩稻田的主人，是当地种粮大户
陈道伟。看着水灌进田里，之前还在发愁的他长
舒了一口气：“多亏了镇里、村里帮着抗旱，解决
水源问题。 现在水来了，苗情好转了！ ”

连日不下雨，这水是从哪来的呢？顺着小水
渠往前走，不远处是一座流动泵站，将附近淠河
里的水抽引出来， 喷薄而出的水流发出 “哗哗
哗”的响声。 抗旱服务队正忙活着，大队长田志
兵脸上挂着豆大的汗珠。

“我们现在位于汲东干渠尾部，这里的淠河
水虽流经冯瓴镇，但是没有沟渠将水引到田里，
我们的流动泵站就是要打通农田灌溉的 ‘最后
一米’。 ”田志兵说。

老天不下雨，“增量” 不足， 就得盘活 “存
量”。 河流里的水又是源自哪里？

霍邱县是产粮大县，位于淠史杭灌区。淠史
杭灌区正常年份粮食产量约占全省五分之一、
全国百分之一，是重要的粮食主产区。

灌区内，水网密布，既有淠河、史河等自然
河流，也有淠河总干渠、史河总干渠等重要水利
工程。淠河总干渠、史河总干渠犹如一条条输水
的“大动脉”，将上游几座大水库的水源输往下游，然后通过一条条类似“毛细血管”
的干渠、支渠，进入田间地头，保障农田灌溉和城乡生活用水。

在灌区不少地方，不用架泵站“人工提水”，密布的水渠就能使水源“自流”进农
田里。

“有水，田就保得住；没有水，减产至少一半。 今年多亏有水渠送水，要不然真的
损失惨重。 ”六安市裕安区苏埠镇种粮大户黄国艮表示。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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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方舢
本报记者 吴江海

黄山西脉，秋浦河源。3 米见宽的盘
山公路，夹在峭壁与深谷之间，蜿蜒至
海拔 900 多米的祁门县箬坑乡低岭村。

“叶老师来啦，快进来坐！ ”8 月 18
日傍晚，一看见叶兴旺到来，农家乐老
板叶庆强连忙向他 “报喜 ”：家里的 10
间客房已经连续 70 多天满房， 预计今
年利润可达 15 万元。

叶兴旺是低岭教学点退休教师，曾
获“中国好人”、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徽
最美退役军人” 等荣誉。 叶庆强告诉记
者，他一家三口都是叶老师的学生。 在盘
山公路尚未通村的年代，是叶老师 35 年
如一日，用扁担挑着教材翻越高岭，挑起
了山里人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

放弃公职 甘为人梯
低岭不低， 其实是祁门县最为偏

僻又交通闭塞的一个高山村。 叶兴旺
是土生土长的低岭人 ，20 岁那年应征
入伍，终于有机会走出了大山。

“叶兴旺，你考虑清楚了吗？ ”1983
年 9 月，时任箬坑乡乡长的黄学用难以
置信，这个刚刚从部队复员归来、已经
被委以重任的年轻人，为何执意放弃公
职，回到高山之上。

“我不回去，孩子们就没书读了。 ”
在叶兴旺看来，比自身前途更重要的是
低岭村 30 名等待开学的学生。

叶庆强正是那 30 名学生之一。 当
时， 低岭教学点首任教师王受益执教
27 年后，因年老体弱，无法继续承担教
学任务，不得不被调离。

新学期将至，摆在叶庆强和他的同
学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每天翻
过一座高山，去乡里的学校就读；要么
花上一笔不菲的费用， 去邻县的学校
借读。

叶庆强坦言 ， 如果不是叶兴旺到

来，他已经准备辍学了。
“我就是从低岭教学点走出来的学

生，高中毕业后，还跟着王受益老师当
了一年的代课教师。 低岭缺老师，我有
什么理由不回去呢？ ”叶兴旺的坚定，不
仅感动了乡领导，也说动了他的妻子叶
止英。

叶止英向记者吐露了一个“秘密”：
当年正是在王受益老师的坚持下，她才
有了上学的机会，成为低岭村第一批走
进课堂的 3 名女学生之一。

点燃低岭村教育的火种，就这样在

两代乡村教师的手上传递。 叶兴旺说，
那天， 在为王受益老师举办的欢送会
上，他紧紧握住王老师的手保证：一定
竭尽全力，把村里的学生教好。

一约既定，万山无阻。
（下转 3 版）

8 月 17 日，叶兴旺在与学生交流，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宣城建设长三角中心区现代化城市
本报讯（记者 罗鑫 张敬波）8 月 10

日上午，《宣城市建设长三角中心区现代
化城市专题研究》 方案汇报会召开。 会
上，项目组汇报了初步方案成果。

按照省委赋予宣城市 “建设长三角
中心区现代化城市”的总定位，该市拉高
标杆、抢抓机遇、奋发作为，加快打造新
高地、争当排头兵，构筑竞争新优势、拓
展发展新空间， 与沪苏浙深度融合的发
展格局初步形成，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取得成效。

十年来， 宣城市先后入列长三角中

心区城市和 G60 科创走廊成员城市，成
为南京都市圈重要组成部分和杭州都市
圈观察员城市。 中国（安徽）自贸试验区
宣城联动创新区、 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成功获批， 宣城综合保税区项目
开工建设。去年，宣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1833.9 亿元，增长 10.1%，增速在长三
角 41 个城市中位列第四。

（下转 3 版）

·非凡的成就 安徽这十年

（相关报道见 6 版—7 版）

足不出户办贷款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章洋

日前， 记者来到位于枞阳县义津镇
的八井生态家庭农场， 只见 6 名工人正
在建设牛棚。不远处的坡地上，成群的牛
正在吃草或休憩。

“银行贷给我 30 万元，扩建牛棚后，
我还要再买一批小牛饲养。 ”农场负责人
张双虎告诉记者。

2020年， 张双虎注册成立家庭农场，
从事肉牛养殖和磨草种植。 摸索出经验

后，他决定扩大经营规模。 然而，扩建牛
棚、购买小牛都要钱，资金问题困扰着张
双虎。

6 月 28 日， 义津市场监管所副所长
吴玉银得知情况后， 向张双虎宣传解读
“金融支持复工复产、 全面服务小微企
业”专项行动相关政策，并向银行反馈家
庭农场扩建急需资金一事。

“银行第二天直接派人到我的家庭农
场，现场办理了贷款业务，当日就授信成
功。 ”足不出户就解决了资金难题，张双虎
为工作人员点赞，“我只提供了营业执照、

身份证和土地承包合同 3 份材料，不用任
何抵押物，真是方便贴心。 ”

足不出户就获得贷款的， 还有枞阳
县白湖乡天天见超市经营者章宝。

“今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超市资金
压力很大， 幸亏银行和市场监管部门及
时送来了 50 万元贷款，解了我的燃眉之
急。 ”章宝告诉记者，这笔贷款帮他付清
了所欠货款、购买了新货，如今超市运转
迈入正轨。

今年 5 月以来，枞阳县市场监管局
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枞阳县支行联合

开展 “金融支持复工复产 、全面服务小
微企业”专项行动。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
触角广 、熟悉市场主体的优势 ，建立遵
纪守法 、诚信经营 、有融资需求的小微
企业名录库，并向邮储银行推荐。 银行
采取线下上门服务 、 线上审查审批方
式 ，优化贷款办理流程 ，让小微企业零
耽搁、零跑腿、零抵押就能获得贷款。 ”
枞阳县市场监管局个私企业监管股股
长张复杰说。

记者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枞阳县
支行获悉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枞阳县
已有 212 户小微企业在邮储银行获得
新增授信，累计授信金额 5390 万元 ，新
增发放贷款 3820 万元。 “我们还将与市
场监管部门联合在乡镇开展 20 场 ‘政
银企 ’对接会 ，现场宣传政策 、现场授
信 ， 全力以赴保市场主体 、 保就业创
业。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枞阳县支行行
长宋瑶说。

《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问答》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电 为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不断引向深入，中
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
织编写了 《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问答 》
（以下简称《问答》）一书，已由解放军出
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
国发行。

《问答》紧跟强军实践发展步伐 ，聚
焦理论热点难点， 回应现实关心关切 ，
以问答体形式全面系统展现习近平强
军思想的重大意义 、科学体系 、丰富内

涵和实践要求，帮助广大官兵和干部群
众更加深入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
理论 ，更加自觉用以武装头脑 、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 《问答》共分 16 个专题 、

63 个问题，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图文并
茂 、通俗易懂 ，是广大官兵和干部群众
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辅助
读物。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通知要求

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问答》
（3 版）

8 月 24 日，在合肥市庐阳经开区合肥六中新校区，高一新生正在参加军训。 新学
期即将到来，合肥六中新校区组织开展为期一周的军体训练，旨在增强学生体质，磨
炼新生意志，树立组织纪律观念，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

本报通讯员 赵明 摄

新生军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