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首颗量子
微纳卫星升空
本报讯 7 月 27 日， 我国起飞

量级最大的固体推进剂运载火箭
“力箭一号”首飞成功，将 6 颗卫星
顺利送入太空。其中，由合肥国家实
验室牵头研制的“济南一号”，是世
界首颗量子微纳卫星， 将助力我国
在全球首次实现基于微纳卫星和小
型化地面站之间的实时星地量子密
钥分发，为构建低成本、实用化的天
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奠定基
础。

合肥国家实验室牵头的研究团
队成功攻关低成本小型化量子密钥
分发技术、 实时密钥提取技术等关
键技术， 将量子微纳卫星的重量降
低到“墨子号”的约 1/6、光源频率提
升约 6 倍、 密钥生成时效性提高 2
个至 3 个数量级， 配合小型化地面
站系统， 可完成实时星地量子密钥
分发实验， 并开展技术验证及应用
推广。

据悉，“济南一号” 在完成在轨
测试后，将正式投入运行，进行与量
子密钥分发相关的各类科学实验和
应用推广。 这将有助于我国保持和
扩大在空间量子通信领域的国际领
先地位， 助力实现国家信息安全和
信息技术水平的跨越式提升。

（陈婉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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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发布《创业安徽行动方案》，提出 1个总目标和 7类分目标———

“皖创 22条”打造创业热土
■ 本报记者 李晓磊 实习生 姚靖卓

高水平打造 “科大硅谷”“中国声
谷”“中国视谷” 等示范引领型创新创
业平台；高校的补贴，各地可给予配套
支持； 对在创业安徽大赛中获奖企业
落户安徽的， 给予最高 100 万元奖励
等落地支持……7 月 27 日， 在省政府
新闻办举行的“创业安徽行动”新闻发
布会上，省人社厅、省科技厅、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 省劳动就业服务局联合
发布了《创业安徽行动方案》，提出“皖
创 22 条”， 着力解决创业主体在创业
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让安徽成为
各类人才的创业热土。

《方案》提出 1 个总目标和 7 类分
目标。 1 个总目标是：到 2025 年年底，
形成创业环境一流、创业主体活跃、创
业成果迸发、创业氛围浓厚的新格局。
7 类分目标是：每年新增市场主体 100
万户以上； 培育省、 市专精特新企业
1000 家左右；支持高校毕业生、返乡人
员、 退役军人等创业者 10 万名以上，
支持科研人员等创业者 1 万名以上；
培育省级以上创新创业孵化载体 100

个以上； 开展创业培训 10 万人以上；
新增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1000 亿元以
上；到 2025 年力争 50%左右设区的市
达到国家级创业型城市标准。

返乡创业可享设备等补助

关于提升创业者创业能力 ，《方
案》指出，要聚焦高科技领域，积极引
进高精尖创业团队； 瞄准产业链短板
领域， 引导支持创业者围绕产业链锻
长补短开展创业；突出“四新”经济领
域， 促进新的经济形态和模式不断涌
现；关注大众创业领域，使每名创业者
都有施展身手的舞台。

同时，我省将培育四类创业主体，
扶持创业重点群体。 对高层次科技人
才团队， 在各市天使基金投资支持基
础上，省级统筹基金资金给予支持；鼓
励科研人员在皖兼职或离岗创业，赋
予高校院所横向项目结余经费分配自
主权；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业，给
予创业补贴、税收减免等支持；鼓励返
乡人员创业， 给予购置设备、 租赁厂
房、吸纳就业等补助。

“千里马计划”助企成长

为了鼓励引导科技人员创业 ，
《方案 》明确 ，搭建四大创业平台 ，提
供全周期集成服务。 建设高水平创业
孵化平台，高质量打造“科大硅谷”等
引领型创新创业平台，设立离岸科技
企业孵化器 ； 开辟大众创业孵化空
间 ， 政府投资开发创业载体应安排
30%左右的场地， 免费提供给高校毕
业生 、返乡农民工等群体 ；支持龙头
企业创办专业孵化器，支持社会资本
建设民营孵化基地；用好优质工业互
联网平台，支持各市评选“产品+应用
场景”解决方案。

在培训人才途径方面，将完善四
位一体培训体系，阶梯式培育创业主
体。 培育引进创业教育服务机构，认
定省级创业研究院；丰富创业培训形
式 ，实施 “创业安徽训练营工程 ”；举
办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创业安徽系列
大赛 ；辅导企业加速成长 ，实施企业
加速成长“千里马计划”，梯度培育高
成长企业。

天使基金群提供资金支持

创业必然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为强
化三种金融支持，畅通多元创业融资渠
道，《方案》提出，设立天使基金群，支持
各地建立天使投资风险补偿机制；引入
风投创投机构，创新举办“黄山———企
投家年会”；畅通多元融资渠道，鼓励银
行投贷联动支持创业，建好用好“省综
合金融服务平台”， 推进创业担保贷款
线上办理，鼓励企业上市融资。

此外，在营造创业生态方面，将优
化创业服务，依托“皖事通办”平台设置
创业安徽板块，举办创业安徽建设专题
研修班；组织多元创业活动，举办“周六
创业课”，组织“双创”活动周，成立创业
服务协会，遴选“创业安徽之星”；创建
一批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开展“头部+生
态”的产业标签建设和服务。

“三公里就业圈”助宝妈家门口就业
■ 首席记者 张玉芳 通讯员 汪珊

“女士，麻烦您的包过一下安检！
大哥，您杯里的水请喝上一口……”7
月 27 日一早， 在合肥轨道交通 5 号
线包河苑站安检口，淝河镇关镇村的
余雨穿着笔挺的制服，工作认真而负
责。 “这里离家近，工作环境好，还有
社保，我觉得自己真是幸运，衷心感
谢就业 e 站给了我这个工作机会！ ”
余雨说道。

前两年，宝妈余雨主要在家照看
孩子，今年，孩子逐渐能脱开手了，她
就想着再出去找一份工作。 得知此
事，淝河镇关镇村社保站站长周典凤
便将她的求职信息录进了就业 e 站
平台。

记者了解到，就业 e 站正是淝河
镇为实现“三公里就业圈”而打造的

就业平台。 通过镇里搭桥，周边企业
可以发布用工信息，居民也可以发布
求职意向。 余雨通过就业 e 站得知合
肥轨道交通正在招聘安检员，经过一
系列考核，顺利找到了这份工作。 跟
她同批参加应聘这一岗位的还有住
在关镇佳园的潘仕誉，两人谈到新工
作岗位都十分满意。 “毕竟孩子还小，
我们也不便跑远，就想着在家门口附
近找个工作，照顾小孩比较方便。 这
个工作让我们十分珍惜！ ”余雨说。

今年以来，为扎实实施“暖民心行
动”，淝河镇创新工作思路，依托社区
快聘、就业 e 站等，精心搭建“三公里
就业圈”平台，拓展“互联网+用工服
务”，推进缺工企业岗位需求“一点发
布、全镇共享”、劳动者就业需求“一点
填写、精准送岗”，着力解决居民三公
里内就业不充分、用工信息不对称、岗

位匹配不精准等问题， 助力居民就近
就业、充分就业。淝河镇还采取“线上+
线下+走访”三结合的方式，通过微信
公众号、居民微信群转发岗位信息，开
展线下招聘会面对面宣传讲解等方
式， 引导居民注册使用 “三公里就业
圈” 平台， 努力让居民实现 “指尖就
业”、就近就业。截至目前，该就业平台
已注册用工企业 5539 家， 发布岗位
2917个，注册求职 900余人。

据统计， 为助力居民就近就业，
目前， 淝河镇举办线下招聘会 1 场，
发布线上招聘活动 7 场。 为 21 位就
业困难人员推荐就业服务 ６０ 余次，
跟踪服务失业人员 1100 人次。

规上工业增速
居长三角第一

新能源汽车产量高速增长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玉芳）记
者 7 月 27 日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半年，面对
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全省工业
经济在经历阶段性下滑后， 迅速反
弹恢复，逐步企稳回升，呈现出持续
向好的运行态势。上半年，全省规上
工业增长 5.6%，高于 GDP 增速 2.6
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工业增速 2.2
个百分点，居长三角第 1 位。

省经信厅总工程师徐文章介
绍，上半年，全省 16 个市中有 13 个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增长，8
个市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
池州 、 六安 、 芜湖市分别增长
13.6%、10.2%、10.1%， 增速居全省
前 3 位。

从行业来看，随着重点产业链供
应链逐步畅通， 行业发展总体回暖。
其中，汽车行业增长 10.3%，全省汽
车累计产量 78.1万辆，增长 6.1%；新
能源汽车 21.4万辆，增长 94.1%。

徐文章说， 随着一系列助企纾
困工作扎实推进， 我省中小微企业
纾困企稳，企业预期明显向好。上半
年， 省专精特新企业营收总额突破
4000 亿元，同比增长 11%；利润总
额突破 300 亿元，同比增长 9.4%。

徐文章表示， 我省还将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深入
实施“4116”行动计划，持续抓好运
行监测、项目引育、数字赋能、助企
纾困等各项重点工作落实， 全力以
赴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

月底多降水

高温仍盘桓
预计 31 日前我省多雷阵雨天气，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其中 29日前后沿淮淮北部分地
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8月 1-3日全省
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29 日沿江江南部分地区 35 ～
37℃ ，30-31 日江南部分地区 34 ～
36℃，8 月 1 日淮河以南部分地区 34～
36℃，2 日起高温范围逐渐北扩至全
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达 35～37℃。

无人机植保效率高

7 月 27
日， 位于宿松
县的安徽农垦

华阳河农场采

用无人机对高

粱进行施肥作

业。
近年来 ，

华阳河农场推

广无人机施肥

喷药等田管作

业， 解决了高
杆农作物的植

保难题， 有助
于农业增产 ，
农户增收。
李龙 摄

农用地土壤
迎全面“体检”
本报讯 7 月 26 日上午， 明光市

石坝镇的一处农田中， 技术人员在一
个近 2 米深的土坑内采集土壤样品。
当天， 安徽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试
点外业调查采样在此启动。时隔 40 多
年， 我省再次对全省农用地土壤进行
全面“体检”。

土壤是农业发展的基石。开展土壤
普查，摸清土壤资源“家底”，是守住耕
地红线、优化农业生产布局、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据了解，
我国先后在 1958 年和 1979 年两次启
动全国土壤普查。 根据国家统一安排，
第三次普查周期为 2022年至 2025年，
明光市是我省唯一试点单位，在试点基
础上明年将在全省全面实施。

此次普查对象是全省耕地、 园地、
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
土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
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
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普查包括
土壤性状普查、土壤类型普查、土壤立
地条件普查、土壤利用情况普查、土壤
数据库和土壤样品库构建、土壤质量状
况分析、普查成果汇交汇总等内容。 通
过普查将查清不同生态条件、不同利用
类型土壤质量及其退化与障碍状况，摸
清特色农产品产地土壤特征、耕地后备
资源土壤质量、典型区域土壤环境和生
物多样性等，全面查清农用地土壤质量
“家底”。 （史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