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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12月2日电）

◆习近平向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广州）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李克强将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举
行第六次“1+6”圆桌对话会。

◆中组部、中宣部评选公布32名“最美公务
员”。

◆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活
动将于近期进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

式，为劳动者成长创造良好条件。要进一步加大职业培训力度，集中职业教育和技

能培训资源，实施企业职工技能提升计划，形成以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政

府推动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推行“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厂、校企联合培养”经验做法，使新进入企业的职工都

有机会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积极推广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采取“一带

一”“一带多”“多带多”等多种形式促进师带徒活动创新发展。进一步深化金蓝领

工程，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推动岗位练兵、技术比武等活动。

本报讯 11月30日下午，由省总工会、合肥海关联合

举办的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立功竞赛决赛在

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

主席宋国权出席活动并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省总工

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徐发成出席活动并讲话，合肥海关关

长、党委书记辛建民致辞。

徐发成在讲话中指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

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

要战略部署。省总工会和合肥海关创新开展中国（安徽）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立功竞赛，是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贸

试验区建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

精神，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决策部署，通过岗位知识竞

赛、岗位技能比武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举措评比等形

式，充分发挥工会联系服务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组织动员合肥海关广大职工为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

国家战略实施建功立业。

徐发成强调，要充分认识劳动竞赛在调动职工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真

总结成功经验，进一步深化创新实践，在提高竞赛吸引力、

创新活动形式等方面积极探索，广泛开展学习观摩、技能培

训和岗位练兵等活动，吸引更多职工参与到竞赛活动中来，

充分发挥竞赛的正向激励作用。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劳动竞赛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展

现风采，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和敢闯敢试的精神

为自贸试验区建设作出更大贡献。要把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作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主战场，把立功竞赛作

为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有力抓手，干字当头、真抓实

干、埋头苦干，为加快建设经济强、格局新、环境优、活力足、

百姓富的现代化美好安徽贡献智慧和力量。

辛建民在致辞中指出，一年多来，安徽自贸试验区以

不到全省千分之一的面积，贡献了全省 22%的进出口额、

10%的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加速释放。他

强调，要进一步加大自贸试验区监管制度创新力度，释放

政策红利，积极促进自贸试验区这一对外开放大平台实

现高质量发展。参赛代表队和选手要继续钻研进取，充

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更多一线关员提高操作技能，

促进合肥海关整体业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立功竞赛

是 2021年十大省级示范性劳动和技能竞赛之一，前后历

时 5个月。经过激烈角逐，此次决赛共评选出岗位标兵 6
名、“金点子”奖3个、团体奖6个。 （本报记者 魏如冰）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立功竞赛决赛在合肥举行
宋国权出席 徐发成讲话

本报讯 11月 29日，工信部下属赛迪顾问智能装备

产业研究中心发布《赛迪顾问先进制造业百强市

（2021）》。我省共有合肥、芜湖、滁州、阜阳、安庆、马鞍

山、蚌埠7个城市上榜。

据悉，此次发布的赛迪顾问先进制造业百强榜单，从

创新能力、融合发展、经济带动、品牌质量和绿色集约五

个维度 27项指标，对全国 293个地级市的先进制造业发

展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和综合评估。我省上榜的合肥、

芜湖、滁州、阜阳、安庆、马鞍山、蚌埠 7个城市，分列第 11
位、39位、61位、67位、73位、75位、95位。

东部地区城市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主力军。东部地

区共55个城市入榜，江苏、山东各入围13个城市，数量并

列第一，继续引领先进制造业发展；中西部地区共入围40
个城市，四川有 5个城市入选，入围数量远超过其他西部

省（区）。东北地区有 5个城市入围，大连市从 2020年的

第45名提升至第35名，大庆市首次入围。

部分省（区）副中心城市在此次榜单中表现亮眼。此

次入榜城市分布于 21个省（区），省（区）数量占比接近八

成。从城市来看，全国 15个副省级城市全数进榜，深圳、

广州、杭州、南京、宁波、青岛、武汉、成都 8个城市进入榜

单前十名。部分省（区）副中心城市在此次榜单中表现亮

眼，其中，苏州作为江苏省副中心城市，排名超越省会城

市南京市。

先进制造业决赛优胜集群所在城市优势突出。全国

25个先进制造业优胜集群分布在20个城市，其中深圳、广

州、南京、青岛、成都各拥有 2个及以上决赛优胜集群，这

些城市位列榜单前十。合肥、西安、无锡、常州、东莞 5个
城市位列前二十，徐州、惠州、温州、株洲、德阳5个城市位

列前六十。 （本报记者 李群）

安徽7市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

本报讯 12月2日，在铁路总公司

青岛四方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和马钢交

材通力合作下，装配马钢交材生产的

CR65K新材质客车轮的红蓝白三色涂

装、流线型“澜沧号”动车组，经过近两

个月的试运行，效果十分良好，完全具

备正式开通条件。

“澜沧号”动车组设计运营时速

160公里，整车 24辆车组 192件车轮全

部由马钢交材制造。今年 1月获悉青

岛四方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市场订

购“澜沧号”动车组车轮的信息后，马

钢交材迅速走访厂家，密切沟通。凭

借马钢车轮前期在青藏高原“绿巨人”

项目上的抗风沙、抗剥离、抗高寒等优

异表现，双方立即牵手合作。

为全力保障“澜沧号”动车组车轮

及时整车装配，马钢交材科学编制生

产计划，优化工艺方案，精心组织生

产。从原料准备、生产加工到包装发

货都进行精准设计和精确安排，确保

产品精度和外观质量达到客户要求。

今年3月，马钢交材高质量、高水平、高

要求生产出 128件新材质车轮送达客

户。10月，这批车轮整车装配运抵中

老铁路万象站。11月，按客户要求的

节点，马钢又将64件新材质车轮送达，

为“澜沧号”整车试运行赢得了宝贵的

时间。

马钢新材质车轮伴随“澜沧号”动

车组欢快奔跑中老铁路，为巩固和深化中老友谊作出了

新贡献，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扩大了马

钢车轮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章利军 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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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在亳州市魏武广场，民警为市民讲解避免汽车盲区的方法及道路交通安全知识。
当日是第十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亳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举行“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暨

“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活动。 刘勤利 侯大伟/摄

广场宣传交通安全

“每天早晚在这片林子里兜一圈，啥烦心事也没有

了。”初冬时节，皖北大地依然绿意盎然。在位于宿州市

埇桥区林长制改革示范先行区的永安镇夏桥村，林成网、

田成方，阳光下冬小麦长势喜人。一大早，50多岁的家庭

农场主李华就在自家苗圃里忙活开了。

“他可是俺们这里的造林标兵，也是致富能人！”

永安镇林业站站长王中宝一把拉住李华，笑着向记者

介绍。

几年前，在浙江经商多年的李华在王中宝的鼓动下，

返乡投资发展林业经济，带动村民一起致富。

两个老朋友一见面，话题离不开苗木：两万多棵杨树

苗，8年成材，林下的空地闲了可惜，养上几百只走地鸡、

大白鹅、肉兔，立体养殖，生态效益更好。

森林城镇创建、生态廊道建设、绿色产业链条延伸

……在地处淮河平原的宿州，“两山”理念催生绿色发展，

奏响绿色发展协奏曲。

“我们先后投资3000多万元，改进工艺设备促进节能

降碳。此外，坚持‘每生产一扇门，种下一棵树’，保持生

产和生态的动态平衡，推动绿色低碳发展。”TATA木门宿

州生产基地行政主管张明说，他们与当地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合作，加快绿色转型。

上万平方米的车间屋顶上，一块块光伏发电板在阳

光下闪闪发光，由光能转化而来的清洁电能源源不断输

入生产线；车间内，机械臂灵活地上下翻转，精准完成下

料、安装、喷漆，位于宿州绿色家居产业园的TATA木门数

字化工厂里，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生产过程变

得高效、清洁、低碳。

宿州绿色家居产业园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加快

木材加工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并延伸出苗木繁育、林

区旅游等产业链条，2020 年埇桥区林业总产值达到

223.06亿元。

“抓住林长制改革契机，优化提升造林绿化空间布

局，打造农田林网，涵养城市‘绿肺’，在守住绿水青山的

同时，将林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绿一

片、富一片、美一片的目标。”宿州市埇桥区林业发展中心

技术推广股负责人孙礼涛说。

在宿州市新汴河水利风景区，人们漫步在林木掩映

下的健身步道、休闲亭廊之间，不时举起手机，对着眼前

的美景拍照。

水清岸绿、鸟飞鱼跃，冬日暖阳下，大片大片的绿植

拥着清澈的新汴河河水蜿蜒流淌，横贯皖苏两省，构成淮

河平原上一条生态绿廊。

“岸绿了，水清了，环境更美了，这里面也有俺的一份

功劳咧！”李华告诉记者，除了杨树以外，他还种植了50多
亩精品果木，明年秋天就能挂果，下一步计划发展田园生

态旅游，让更多的城里人来村里感受生态美景。 （王菲）

“两山”“链”起共富路
—— 一座皖北小城的绿色发展协奏曲

本报讯 12月 1日下午，在第八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

2021年安徽省工会“宪法进企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治护航行

动”启动仪式在滁州举行。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许建清出

席并讲话。滁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高怀

忠致辞。

行动要求，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弘扬宪法精神，引导工

会干部和广大职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

和决心；要发挥工会作用，深入推进宪法进企业系列宣传活动，

大力提升职工法治素养；要深入开展法治护航行动，通过开展

劳动用工“法治体检”，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大力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

仪式上，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企业职工、农民工代表赠送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法律书籍和爱心慰问品，并现场开

展法律宣传咨询服务等活动。 （权保）

本报讯 日前，日本岛根大学教授青木宣明来到怀宁县黄

墩镇，出席蓝莓产业技术支撑体系座谈会，为来自该县的 20家
蓝莓种植企业技术人员答疑解惑。

这是青木宣明教授第二次来到怀宁县。作为知名蓝莓研究

专家，青木宣明致力于蓝莓育种、嫁接等方面的研究。通过怀宁

县人社局的引智项目，他与安庆蓝莓农业科技公司建立了长期

合作关系，同时也向其他蓝莓种植企业提供蓝莓育种、栽培管理

等方面的辅导。

近年来，怀宁县将蓝莓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打造，目前种

植面积超过 6万亩，已初步形成种子培育、种植、采摘、加工产

业链，作为“安徽蓝莓第一镇”的黄墩镇，蓝莓种植面积已超过

8000亩。坐落在黄墩镇的独秀山蓝莓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本

地优质的蓝莓资源，先后开发上市了蓝莓酒、蓝莓果醋、蓝莓

果汁等蓝莓深加工产品。该公司在近两年通过人社部门，经国

家外专局先后邀请德国酿酒专家布鲁诺·汉舒和法国酿酒名师

简·杰奎斯·卡巴西，常驻企业指导蓝莓酒酿造及蓝莓饮料制

作，对原产品进行改造提升，蓝莓系列饮品的品质得到明显提

高。目前，该公司生产的蓝莓酒等饮品已销售到广州、合肥等

城市。

从外引智，开展交流合作，成了企业转型发展的推进器。

尝到引智工作甜头的独秀山蓝莓科技有限公司已将目光瞄准

蓝莓花青素的提炼运用。该公司负责人陈为德表示，接下来他

想与国外专家开展合作，引进先进的花青素提炼技术，开发蓝

莓新品种。

借力国外专家人才，引进优势技术，加速推进企业发展、产

业壮大。近年来，怀宁县人社局围绕国家和省重点引智项目，积

极引导企业引进国外“高精尖”人才，开展技术交流合作，目前已

引入国外专家10多人次，有力助推了产业转型升级。（钱续坤）

12月2日，安徽农垦华阳河农场稻虾田里，成群结对的白天
鹅在觅食、嬉戏，翩跹起舞，美不胜收。

近年来，华阳河农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每年冬季都有成群结对的白天鹅、东方白鹳和白鹤等珍稀候鸟在
此栖息越冬，构成一幅人鸟和谐的生态家园。 李龙/摄

生态虾田鸟家园

安徽省工会“宪法进企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法治护航行动”在滁州启动

怀宁“借脑引智”助力产业
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