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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科技进步添动力 创新发展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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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
安徽考察调研，参加全国人代会安徽代表团
审议，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安徽发展指
引方向。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在加快建设美
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的重要指示，
安徽夯实创新基础，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扛
稳粮食安全责任，发挥生态优势，扎实推进
民生事业，努力在新征程上实现更大作为。

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大动力

今年2月，由安徽自主研发的“巢湖一
号”卫星发射升空。“我们立足长三角，服务
全世界。”天地信息网络研究院（安徽）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盛磊说，得益于长三角研
发协同、产业配套、人才资源等优势，安徽正
构建从卫星制造到应用终端、运营服务的空
天信息产业链，目标到“十四五”末形成千亿
元产业规模。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安徽创
新馆，强调安徽要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要进一
步夯实创新的基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
快培育新兴产业，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组建全国首个国家实验室、共建全国首
个深空探测实验室，安徽合肥、上海张江两
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开展“两心同创”，目
标建成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安
徽对标世界一流，坚持加强前沿探索和前瞻
布局，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
“九章”“祖冲之号”问世让中国量子计

算机实现算力全球领先，国家大科学装置
“人造太阳”创造1.2亿摄氏度“燃烧”101秒
世界纪录……十年来，多项重大科技成果在
安徽诞生。

探索新机制破解高校“成果转化难”，创
办科技大市场化解“成果定价难”，完善金融
体系解决科创企业“融资担保难”……安徽
成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试验田”，全
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1742家，快

速增长到2021年的11368家。
以新科技为传统产业赋能。十年来，安

徽集成电路产业、新型显示产业、智能语音
产业等加速发展，有4个产业集群入选国家
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以“芯屏器合”为
标识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制造业增加
值、数字经济增加值均超1万亿元。

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以科技驱动高质
量发展。2021年，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提高到41%。

过去十年间，安徽年生产总值从1.72万
亿元增长至4.3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
万美元，实现由全国“总量居中、人均靠后”
向“总量靠前、人均居中”的跨越。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7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今
年安徽夏粮总产量344.48亿斤，比上年增加
4.5亿斤。

十年来，安徽在“多种粮、种好粮”上连
迈新台阶。2021年，安徽粮食总产量817.52
亿斤，创历史新高，比2012年增加超过15%，
优质专用小麦和水稻的种植面积占比均超

过六成。
粮食持续丰收，离不开农村改革的持续

深化。
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是闻名全国的大

包干发源地。2016年以来，在集体资产股份
合作制改革、“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改革等推动下，小岗村集体
经济发展壮大，已连续五年分红，累计分红
超1000万元。“村里发展快了，分红金额多
了，这是改革带来的实惠。”村民殷玉荣说。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
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指出解决农业
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根本靠
深化改革。

坚持问题导向，安徽持续深化农村改
革，2017 年以来接续推出 49项改革任务，
持续探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宅基地
制度改革等。以“三变”改革为例，各地积
极引导农民把资源（土地、水面等）、资金等
要素入股经营主体，农民成为股东，参与利
益分配，获得分红等收入。到 2021 年，全
省实施“三变”改革的村占比提高到 72%，
集体经济强村占比提高到 12%，家庭农场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分别位居全国第1

位和第5位。
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安徽，2014年建档

立卡识别贫困村 3000 个、贫困人口 484万
人。坚持精准扶贫，安徽深入推进脱贫攻坚
“十大工程”，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到2020年，
31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继续向着乡村振兴迈进。

保护好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

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安徽沿
长江划定三道生态防线，拆除非法码头，全面
实施禁捕退捕，对干流入河排污口水质基本
实现监测。

不止长江，淮河11万余人从“水口袋”里
搬至安全地区，在从人水争地到人退水进的
过程中探索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巢湖综合
治理累计完成投资390亿元，努力打造合肥
最美名片……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
时指出，要从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突出最紧迫
的问题着手，增强民生工作针对性、实效性、
可持续性。

采煤塌陷区一度是皖北等地民生“痛
点”。安徽近年来加快集中式搬迁、发展式安
置、开发式治理步伐。截至目前，仅淮北就累
计投入资金150多亿元，安置搬迁群众20多
万人。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十
年来，安徽坚持办好人民群众牵肠挂肚的民
生事，滚动实施民生工程项目76个，累计安
排民生领域相关支出4.9万亿元。今年，安徽
推出老年助餐、安心托幼等10项暖民心行
动，新增皖北地区群众喝上引调水工程、食品
安全“你点我检”等民生项目，不断增进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江淮儿
女奋勇争先，坚持改革开放，坚持高质量发
展，努力在加快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
大进展。

记者 刘菁 徐海涛 姜刚 陈诺

据新华社合肥7月21日电

▲天津市河东区好好面道捞面馆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1200020109661,特此声明。

▲高文美遗失天津市红桥区开源楼37
门 309、310室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编
号：06110069003701318，特此声明。

▲天津市和平巨盒炒饭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1200010079466,特此声明。

寻人启事

天津市宁河区丰台镇窑头村村民
梁万栓寻找妻子董桂华，望其妻子董
桂华及知情者见报后与梁万栓联系，
电话：13516177150。

通知书

李海军（先生）：身份证号：
120225********3915
您与天津市津东房地产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仍在履行期
内。自2022年6月1日起你长期未到
岗上班已构成旷工，期间我公司多次
以微信、EMS邮政特快专递等方式书
面通知并要求你到公司上班，但均被
你拒绝。现我公司再次通知并要求
你：1、对于你长期未到公司上班的情
况，已经构成旷工；2、请你于登报之日
起次日（工作日）上午九点按时到公司
上班；对于你的旷工行为，公司将按照
相关规定予以处理。特此通知！
天津市津东房地产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魏兴田、魏兴霞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天津领海齐盛钢铁有限公司、天
津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
开发区金利华商贸有限公司、平泉
齐盛矿业有限公司、唐山市古冶区
王辇庄乡后水峪采石场、李开齐、刘
磊、何爱军、李保国：根据债权转让
协议，张玉珍已经受让天津联合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天津联合创业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在天津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二初字
第 116 号民事调解书项下对你等的
全部债权，张玉珍已将以上全部债
权依法转让给魏兴田，与此债权相
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现魏兴
田已将以上债权全部转让给魏兴
霞。请以上公司及个人向魏兴霞履
行全部义务，特此公告。

公告人：魏兴田 魏兴霞

2022年7月22日

指定继承公告

本 人 黄 宪 华 ，身 份 证 号 ：
120105194612090020 同意死亡后将
坐落于河北区王串场容彩里 17 栋
17 门计租面积：独用 28.32,407 厨
房，407-409 厅，408 厕所，409 居室，
409 阳台，编号：02040824001701324，
住宅房屋过户女儿刘晓艳承租，身
份证号：120105197312090065，特此
公告。

告知书

高 莹：你原为天津市和平区房产
和物业管理服务中心五大道房产管理
部职工，因你连续旷工已超过15个工
作日，依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规定,我单位决定自2022年
7月6日起，解除与你的人事关系。请
你在五日内与我单位联系，办理档案
移转手续。若因你不能按时到场办理
手续而引发的转档问题和相关责任，
由你本人自行承担，与我单位无关。

特此告知。
天津市和平区房产和物业管理服务中心

指定继承公告

本 人 杨 金 鹏 ，身 份 证 号 码 ：
12010219470617172X同意死亡后，将
坐落于天津市和平区南海路泉山里7
号 201 居室、202 居室、203 厕所、204
居室住宅房屋指定过户给陈文承租，
身份证号码：12010119750201202X。

寻人启事

母亲孟祥玲与儿子程毅多年失联
望儿子程毅见报后与母亲联系，电话：
15332075568。

寻人启事

寻何知修，联系你父何刚有事相
商13920504607。

注销公告

天津市地方铁路修建有限公司申
请 注 销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201031033668228，敬告债权债务人
自公告发布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清算
事宜，特此公告。

公告

马 巍 ，男 ，身 份 证 号
（210323199402025018）。名下有一处
房屋坐落于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
治县国家电网以北区域，房照号5277，
面积37.2㎡。因旧城区改造项目，经岫
岩县人民政府2016年3月7日下达征
收决定予以征收，马巍系该区域的被
征收人，自征收开始至今被征收人一
直拒绝与征收单位协商补偿事宜，现
发布公告，请自本公告之日起15日内
与我单位联系，（联系人：杨利，联系电
话15941225225），或提供具有法律效
力的委托书等相关产权资料商谈房屋
征收补偿事宜，逾期不联系，我们将依
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依法办理，特此公告。
岫岩满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7月22日

遗失
公告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
会议7月21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上海市消
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其中对盲盒销售、网络
直播营销等新型消费领域经营者的行为作
出特别规制，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新修
订的条例将于2022年8月1日起施行。

条例对盲盒等随机销售经营行为作出
规范，明确经营者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向
消费者销售特定范围内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的，应当按照规定以显著方式公示抽取规
则、商品或者服务分布、提供数量、抽取概
率等关键信息。经营者违反相关规定的，
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处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据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
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新修订的《军队共青团工作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自2022年8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规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着眼强化军队
团组织的政治属性、充分发挥军队团组织的功能和作
用，对军队共青团工作进行系统规范完善。

2021年，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
同比增长38.7%。我国的影视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创
意产品等领域出口迅速发展、广受欢迎，我国进口的优质
图书、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
化的文化需要，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持续深入发展。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徐宝义涉嫌受贿、国有公司
人员失职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日前，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
贿罪、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对徐宝义作出逮捕决定。该
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21日从工信部获悉，
针对一些用户反映的名下电话号码关联互联网账号查询
难、解绑难等问题，工信部升级开发了“一证通查2.0”服
务。用户凭借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码后六位，便可查询本
人名下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数量。

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部分用户
反映名下的手机号码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册了
互联网账号，由于缺乏统一便捷的查询电话号码关联互
联网账号的有效途径，给广大群众维护切身利益造成不
便。在前期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服务基础上，工
信部升级开发了“一证通查2.0”服务。

这位负责人介绍，“一证通查2.0”服务主要有三个特
点。一是保护用户隐私，最小化采集用户个人信息，并
在查询页面中进行脱敏显示，在反馈的查询结果中也仅
包含关联互联网账号数量。二是覆盖主流应用，三是查
询方式便捷，用户在使用“一证通查2.0”服务时，可通过
工信部政务微信号“工信微报”和“工信部反诈专班”“中
国信通院”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进行查询。

上海修法规 规制卖盲盒

工信部推出“一证通查2.0”服务

手机号关联网上账号可查询

2021年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额

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

检察机关依法对徐宝义决定逮捕

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员工在装片生产线上作业。

新华社发

7月21日，重庆—莫斯科中铁特货商品车铁路运输

专用车首趟试运行，商品车整车从重庆运输至莫斯科全

程时效可由原来海运35天缩短至18天。 新华社发

上半年，银行业保险业支持实体经济情
况如何？金融风险防控形势怎样？在21日
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银保监会有关
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详细回答。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法规部主任綦相

表示，总体来看，我国中小银行总体运行平
稳，风险可控。针对个别机构暴露出来的风
险问题，将坚持为民监管，稳妥有序推进中
小银行风险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金融
财产安全。

针对近期的村镇银行风险事件，綦相表
示，河南、安徽5家村镇银行事件爆发以后，
银保监会多次公开表示，要严格依法依规，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处理。凡
依法合规办理的业务均受到国家法律的保
护。有关单位已经对外公布了5家村镇银行
账外业务客户资金垫付的公告。目前，相关
工作正在稳步推进过程中。

关于“保交楼”，银保监会统计信息与风
险监测部负责人刘忠瑞表示，6月30日，江西
景德镇某个楼盘因为延期交房引发舆论关
注。银保监会对此高度重视，积极加强与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协同配
合，支持地方更加有力推动“保交楼、保民
生、保稳定”工作。在地方党委政府“保交
楼”工作安排的总体框架下，指导银行积极

参与相关工作机制，配合压实企业、股东等
相关各方责任，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主
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方案研究，做好
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协助推进项目快复
工、早复工、早交付。同时，指导银行加强与
客户沟通，依法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刘忠瑞表示，在房地产信贷政策中，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保持
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有效满足房地产企业合
理融资需求，大力支持租赁住房建设，支持项
目并购重组，满足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努
力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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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我国中小银行总体运行平稳风险可控

支持地方推动“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