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 7.4亿元
助建美丽乡村
本报讯 8 月 17 日， 省财政厅

发布消息， 近日， 省财政下达 2022
年美丽乡村建设资金 7.4亿元，加上
前期已下达中央财政资金 3.4亿元，
今年以来共计下达省以上美丽乡村
建设资金 10.8 亿元， 支持全省 837
个美丽乡村省级中心村建设。 资金
重点用于开展垃圾治理、 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卫生改厕、房前屋后环境
整治、道路畅通、污水处理、河沟渠
道疏浚清淤、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村
庄绿化、村庄亮化等。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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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9.9%，居长三角第一位

安徽制造业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 本报记者 李晓磊

8 月 17 日，记者从“安徽这十年”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党的十
八大以来， 我省迎来从 “传统农业大
省”到“新兴工业大省”，再到“加快打
造制造强省”的历史性跨越，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效： 规上工业
增加值年均增长 9.9%， 居全国第 3
位、中部和长三角第 1 位；总量和质量
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培育千亿产业 14 个
产业兴则经济兴， 区域竞争的关

键是产业和产业链的竞争。 十年来，我
省坚持 “龙头+配套”“基金+基地”，培
育千亿产业 14 个、国家新型工业化示
范基地 15 家。 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 28.4%， 占全省规上工业比重
由 2012 年的 3%提高到 9%，成为全省
工业第二大行业、 拉动工业增长的第
一动力。

具体来说， 我省平板显示产业集
聚上下游企业 200 多家， 面板产能约
占全球 10%。 集成电路产业集聚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 400 多家， 形成完整产
业链条。 光伏产业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业营业收入从 2012 年的 26.8 亿元，增
长到 2021 年的 882.8 亿元 ， 增长 32
倍；已集聚上下游企业 150 余家。 智能
语音产业入选国家首批先进制造业集
群，2021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78 亿
元，入园企业达 1423 家。 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聚 10 家整车企业和 1200 家配
套企业，2021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
25 万辆，居全国第 5 位、中部第 1 位。
家电产业打造形成“10+1000”的产业
格局，本地配套率达到 60%以上，产量
稳居全国第 2。

民营企业增量 5.2 倍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企业， 企业

兴则经济兴， 企业强则经济强。 十年
来， 我省大力实施民营经济上台阶行
动， 民营企业数量从 30.4 万户提升至
188.4 万户、增长 5.2 倍，民营经济增加
值占 GDP 比重从 56%提高至 60.8%。
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3218 户，以占
规上中小工业企业 17.7%的数量 ，贡
献了 28%的营收和利润； 争创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480 户、居全国第 6
位。 营业收入超千亿企业 5 户、百亿企
业 50 户；中国 500 强企业 8 家；海螺
集团、 铜陵有色连续三年入围 “世界
500 强”。

与此同时， 我省还大力推动节能
增效， 推动锅炉清洁能源替代 （含淘
汰）110 台， 减少原煤使用量 43 万吨。
发展壮大绿色产业， 单位工业增加值
能耗下降 41.3%， 节能环保产业年均
增长 20%左右， 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
均增长 17.2%。 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累
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 129 家、 居全
国第 6，绿色设计产品 410 种、居全国
第 2，绿色园区 14 个、居全国第 2。

建设 5G 基站 7 万余个
数字化转型不是“选择题”，而是

关乎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修课”。 十

年来， 我省大力实施工业互联网三年
行动， 设立 10 亿元资金、200 亿元基
金，省内重点培育平台 130 家，其中工
信部试点示范 30 个、 位居全国前列。
科大讯飞“图聆”入选国家级“双跨”平
台，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 57%、居全国
第 5。 创新推进“5G+工业互联网”融合
发展， 累计建设 5G 基站 7 万余个，实
现 5G 网络地市主城区全覆盖。

企业竞争，根在质量，重在标准，
赢在品牌。十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共认
定省级新产品 3591 个。“精品安徽·皖
美智造”主题宣传开展以来，共有 193
家企业参与宣传， 触达用户 476.5 亿
人次。开展“安徽工业精品”提升行动，
共认定 “安徽工业精品 ”838 个 ，创建
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14 家，居全国第
6 位。

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昨日开幕

千亿“徽茶”产业呼之欲出
■ 首席记者 张玉芳

8 月 18 日，2022 第十五届安徽国
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 本届展会将从 8 月 18 日持
续至 21 日，为期四天。 来自全国各地
的展商、采购商、观众汇聚一堂，品茶
韵、论茶道、话茶事、谋茶业。

打造千亿茶产业

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省供销
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
吴良斯在茶博会现场告诉记者，2021
年， 我省茶园面积稳定在 320 万亩；
综合产值近 615 亿元；全省茶叶出口
量 6.78 万吨，位居全国第二位 ，同比
增长 1.99%。 出口额 2.89 亿美元，位
居全国第三位， 同比增长 2.71%；我
省 9 个县入选全国茶业百强县 ，13
家企业入选全国茶业百强企业；茶业
从业人员达 300 多万人，主产区茶叶

收入占当地农民收入 40%以上，实现
了茶农增收、茶企增效、茶业增值、茶
区繁荣。

开幕式上， 六大主产茶市市长视
频宣传推介本市茶产业。 省农业农村
厅副厅长潘鑫介绍， 我省力争 “十四
五” 末将茶产业打造成综合产值突破
1000 亿元的特色优势产业， 全面实现
安徽茶产业振兴。

直播缓解“销售难”

“好山好水出好茶，家人们、老铁
们，来直播间，今天就是福利大回馈的
日子……”8 月 18 日， 在茶博会现场，
来自青阳县的一家茶企现场做起直
播，为销售助力。

近年来， 我省茶产业发展虽然取
得了长足进步， 但依然存在着一些困
难和问题，产业发展遇“瓶颈”。 突出表
现在：茶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宣传推
介不足，销售渠道单一，龙头企业不强

等。 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春茶上市之际，
因物流受阻等因素，茶叶“销售难”问
题尤为凸显。

针对这一现实问题 ， 茶博会创
“新”办展形式，连续开展了 7 场“品购
徽茶 暖心助农”直播销售活动。 线下
展会组织开展集中签约、品牌推介、高
峰论坛等活动。 据统计，本届茶博会有
省内外 600 余家品牌茶企、1600 余家
采购商赴会。 展会还设置了“脱贫地区
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832 平台）、
“徽采云”政府采购平台等专区，两者
都主要以政府采购为驱动， 帮助脱贫
地区和中小茶企打通流通渠道、 拓展
市场。

突出区域公共品牌

据悉 ， 本届茶博会签约项目 30
个，总金额 15.26 亿元，其中，岳西县罗
源场茶叶产业园项目、 池州市茶叶及
其他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综合服务体

项目、泾县智慧茶旅融合项目等 10 个
项目在开幕式现场集中签约。

“这次展会，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
太平猴魁品牌，就是太平牌太平猴魁。
这是我们的一个中高端产品， 与以往
产品相比有两大变化： 一个是将区块
链技术正式大范围应用在我们的产品
中， 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来进行产
品的追溯，从而提高产品附加值；另一
个就是在产品包装设计上深度挖掘徽
文化代表元素，像马头墙、徽雕等等，
让消费者拿到这个产品以后， 第一眼
就能感受到这种徽文化因子。 ”黄山六
百里猴魁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凡
涛说道。

记者在茶博会现场看到， 除传统
安徽四大名茶黄山毛峰、六安瓜片、太
平猴魁、祁门红茶外，我省还集中展示
了白云春毫、泾县兰香、广德黄金芽、
岳西翠兰、桐城小花、石台硒茶、天华
谷尖、黄花云尖等区域公共品牌，亳州
花草茶也再次亮相茶博会。 展会期间，
将举行各区域公共品牌推介， 提升各
公共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茶博会期间，还将举办“三茶”统
筹发展高峰论坛， 省内外行业专家学
者和企业代表共话茶事， 为茶产业发
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促进安徽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

两部门：

全面实行
建筑工人实名制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 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近日印发通知称， 为了进一步
促进就业，保障建筑工人合法权益，
两部门决定修改 《建筑工人实名制
管理办法（试行）》部分条款。

修改后的第八条为：“全面实行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建筑企业
应与招用的建筑工人依法签订劳动
合同， 对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情形
的，应依法订立用工书面协议。 建筑
企业应对建筑工人进行基本安全培
训，并在相关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
台上登记，方可允许其进入施工现场
从事与建筑作业相关的活动。 ”

此外，将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和第十四条中的“劳动合同”
统一修改为 “劳动合同或用工书面
协议”。

近期多雷阵雨
南部高温持续
预计 19-20 日淮北部分地区

有阵雨或雷雨。 23-27 日受冷空气
影响我省多阵雨或雷雨。

19-24 日淮河以南有持续性高
温天气，最高气温 37～39℃，部分市
县 40～41℃； 淮北地区有间歇性高
温天气，其中 18-19 日和 21-22 日
最高气温 35～37℃， 局部 38～40℃。
25-26 日全省高温天气明显缓和。

公安部：

首次申领身份证

可“跨省通办”
本报讯 8 月 17 日， 公安部发布

消息，该部日前制定并印发 2022 年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助力稳住经济大盘重
点措施， 其中包括推进首次申领居民
身份证“跨省通办”。

2022 年 8 月 1 日起， 在长三角、
闽赣、川渝黔三个片区的 9 省市，全面
推开区域内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 “跨
省通办”。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在全
国其他省市逐步启动试点工作， 年底
前在试点地区实现群众首次申领居民
身份证无需回户籍地， 可在现居住地
就近办理。

（本报记者）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不再称“函授”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 记

者 17 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关
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
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
要求自 2025 年秋季起，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不再使用“函授”“业余”的名
称，统一为“非脱产”，主办高校可根
据专业特点和学生需求等， 灵活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教学。

再生稻喜开镰
8 月 15 日 ，位

于宿松县的农垦华

阳河农场农科所科

技示范园区内 ，农
机手驾驶收割机抢

收头茬再生稻。
近年来， 华阳

河农场立足区域气

候资源优势， 在长
江中下游地区开展

再生稻和双季稻绿

色高产栽培技术推

广示范， 提高耕地
复种指数， 增加粮
食产量， 带动农户
增收致富。

李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