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0 日零时起，长三角铁
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其中黄
山至宁波首开高铁。

调图后，宁波地区前往杭黄高
铁沿线车站，不再需经杭州中转。
铁路部门将开通鳌江（温州南）至
黄山北的 G7482/3、G7484/1 次高
铁列车 1对。这意味着，坐高铁从
宁波到黄山大约只要 3小时，到千
岛湖大约 2.5 小时。而如果自驾
车，宁波到黄山的车程超过 5小时，
到千岛湖也得近 4小时。·黄 宁·

黄山至宁波首开高铁

新华社北京 4 月 9 日电 4 月 9
日，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
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对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表示热烈祝
贺。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

中的大陆，双方人民友谊源远流长，
新形势下，中非深化传统友谊，密切
交流合作，促进文明互鉴，不仅造福
中非人民，而且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表示，在 2018 年召开的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双方
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实施中非合作“八大行动”。
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是其中人文交
流行动的重要举措。希望中国非洲
研究院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增进
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中非和
中非同其他各方的合作集思广益、建
言献策，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习近平向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致贺信

共融共推共促共享 奏响文旅发展“最强音”
——访市文化与旅游局局长徐达河

“杭州与黄山同是历史文化名城和
著名旅游目的地，文化和旅游合作由来
已久，在全市‘融杭’热潮中我们更应该
扮演积极角色，一马当先。”4月 4日，市
文化与旅游局局长徐达河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文旅部门今年将紧紧
围绕全市全面融入杭州都市圈工作要
点中确定的文旅 7 项工作，着力在产业

发展、市场营销、文化交流等方面下足
功夫，通过共融共推共促共享，奏响文
旅跨越发展‘最强音’。”

据悉，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
市就曾与杭州市联手举办过“名山名
水”精品专线推介活动，得到市场的充
分认可。近两年，两地抢抓高铁开通等
机遇，共同打造了“名山名水”和“名城

名湖名山”黄金旅游线，有力促进了两
地旅游资源共享、市场共建、信息互通、
客源互送，实现了黄山与杭州无障碍旅
游。在推进“融杭”过程中，市文旅部门
将进一步突出产业共融，重点是抓好

“等高对接”杭州旅游西进规划、旅游国
际化发展和旅游项目建设等，全力把皖
浙 1 号旅游风景道和新安江百里大画

廊打造成全域旅游的榜样和标杆。
徐达河介绍说，长三角及杭州都市

圈一直以来是我市的主要客源市场。
今年我市市场营销工作将进一步深化
都市圈城市旅游交流合作，与杭州市文
旅局联合推广、联手营销，共同推广黄
杭世界遗产游、名山-名城-名江-名湖-
名村游、皖浙山水画廊游等精品线路，
并联合组团赴“一带一路”国家和欧美
开展境外宣传推广活动。

（下转第二版）

4 月 7 日，歙县武阳乡 50 多名志愿
者，身穿红马甲，穿梭在新安江畔，清理
河道垃圾，守护母亲河。

郑 宏/摄

“扮靓”母亲河

本版责任编辑/司红 E—mail:hsrbzbb@163.com

网址：http://www.黄山在线 .com www.huangshannews.cn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16 邮发代号：25-25 第 期12272

星期三

己亥年三月初六

10
2019年 4月

今日8版

密
集
型
向
技
术
型
转
变

普
通
型
向
专
精
型
转
变

黄
山
区
以
创
新
驱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本报讯 金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黄山太平
经济开发区一家生产 CTP、CTCP 等各类印刷版材、
氦氖激光制版胶片的专业公司。“今年公司将投入
2000 万元，用于生产线的改造、自动包装生产线的
建设和免处理版的开发。这将有利于我们下一步与
大品牌供应商进行深度合作。”谈到技术革新，金瑞
泰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如数家珍。

近年来，黄山太平经济开发区以项目建设为抓
手，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推进开发区转型升
级，促进企业全面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开发区共有
投产企业 79家，其中规上企业 28家。今年 1-2月份
实现工业总产值 10.4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0.7亿元，
招商引资 1.13亿元。完成税收 4266万元，同比增长
36%。

孵化型向独立型转变。出台标准化厂房招商引
资办法，重点引进符合地方产业发展要求的、有一定
科技含量、产出高的项目和增育孵化小微型成长性好
的项目。同时对租赁标准化厂房的小微企业给予 6个
月生产准备期间免收租金及“一站式”服务的优惠政
策，促进初创企业孵化成长。目前已有黄山伊势崎橡
塑制品有限公司、黄山市美行食品有限公司、黄山市
黄山区唐玲饰品厂等企业孵化成熟，自建厂房或整体
购买闲置厂房生产。其中伊势崎橡塑制品公司最早
孵化成熟且发展形势日趋向好，公司盘活原宝升照
片项目部分地块，新建厂房和综合办公楼，当年便实
现工业总产值 3560万元，纳税 177万元。

个体型向群团型转变。该开发区目前共有 4家
生产耐磨材料的企业，经过多年的磨合、打拼，已逐
渐成长为开发区内的骨干企业。随着近几年产品需
求量不断增加，这些企业抱团发展，紧抓市场需求，
建厂房、添设备、强技术，并延伸产业链，引进与其相
关联的产业进驻园区，形成新材料产业园，已签约落
地新材料及其上下游企业共有 24家。（下转第二版）

编者按：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
动力，是培育壮大新动能的主引擎。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
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

近年来，黄山区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实施
工业强区战略、加快产业转型发展的强力引
擎，大力推进绿色食品、新材料、装备制造三大
主导产业发展，推动该区企业孵化型向独立型
转变，个体型向群团型转变，普通型向专精型
转变，密集型向技术型转变，努力走出一条高
质量发展之路。

本报讯 4 月 8 日下午，市长孔晓
宏赴休宁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和重点
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扎实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
新进展，奋力当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生力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刘孝华一同调研。

孔晓宏一行首先来到万安镇水南
板块，认真听取美好家园旅居康养项
目、车田板块棚改及路网建设进展情
况介绍，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征迁

安置、资金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坚
持科学规划、统筹规划，谋定后动，确
保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推进水南板
块综合开发，精心打造休屯同城桥头
堡。随后，孔晓宏来到爱心幼儿园研
学基地项目现场，仔细询问办园规模、
课程体系等情况，要求提升学前教育
理念，完善配套设施，配强师资力量，
为孩子健康成长护航。来到正在进行
场地绿化、附属工程和扫尾工程施工
的休宁县体育馆，孔晓宏依次参观了
乒乓球馆、篮球场等，要求创新运营管

理，进一步满足群众多元化体育需求
和体育事业发展需求，确保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发挥公益职能。在休宁经
济开发区，孔晓宏实地调研了三佳谊
华迁建项目、松悦公司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项目，要求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强化服务保障，力争早日建成投
产。

调研中，孔晓宏强调，要不断提高
思想认识、提升发展站位，坚持以新发
展理念谋划全局、统领全局，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做细做实各项工作，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以重点项目
为抓手，紧盯固投任务和既定计划，进
一步明确时间表、算好进度账，加强统
筹调度，加快工作进度，靠前解决项目
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高速高效
高质完成目标任务。要创优营商环
境，加强招商引资，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切实做好服务，不断增强持续发展
的动力和后劲。

休宁县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

·刘 晨·

孔晓宏在调研休宁县经济社会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

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奋力当好全市高质量发展生力军

本报讯 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我
为新时代黄山好青年点赞”活动今日启
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发现、选树、宣传我市近年来涌现出的青
年典型，引导和激励全市广大青年以身
边典型为榜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奋力投身现代化新黄山建设，市
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团市
委于 3 月份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首届“新
时代百名黄山好青年”寻访活动。截至
3 月 31 日，组委会共收到 202 份社会各
界好青年的申报材料。4 月 4 日经评审
委员会初审后，筛选出 110 名申报青年
进入公示点赞环节。

申报青年的相关信息刊登在黄山日
报微信公众号、黄山日报 APP 及黄山团
市委微信公众号、黄山青少年网站等平
台 ，接 受 市 民 投 票 点 赞 和 社 会 公 众 监

督。具体公示点赞期 5 天（4 月 10 日中
午 12时-4月 15日中午 12时），按照实干
担当、乡村振兴、开放创新、匠心筑梦、拼
搏奉献 5 个类型，每个微信号每日各类
型好青年点赞不超过 10 名。网络投票
结束后，结合投票意向，由评审委员会最
终评选出百名新时代黄山好青年（每类
各评定 10名、提名 10名），并制作好青年
风采录，结合“五四”100 周年纪念活动
进行表彰。 ·司 红 岳莉莎·

为新时代黄山好青年点赞
我市评选百名新时代黄山好青年

经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二次主任会议研究决定，黄山市
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
上午在屯溪召开，会期一天。建
议会议的议程：

一、审议《黄山市养犬管理条
例（草案）》；

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律
师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三、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提
请审议《黄山市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市规划》的议案；
四 、审 议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2018 年全市环境状况和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五、审议市人大常委会任命
的“一府两院”工作人员 2018 年
度述职报告，并开展满意度测评；

六、人事任免事项。
特此公告

黄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9年 4月 9日

公 告

扫一扫，为您支持的好青年点赞

本报讯 4月 8日，市暨屯溪区“打
击欺诈骗保 维护基金安全”集中宣传
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屯溪举行。

据了解，去年 9 月，我市开展了打
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全市共检查协议
医疗机构 80家、协议零售药店 44家，自
查复查大额票据 3451人次。约谈整改
协议医疗机构 17家，通报批评 12家，暂
停服务协议 1家；约谈整改协议零售药
店 20 家，通报批评 3 家，暂停医保服务
协议 3 家。追回违规基金 5.2 万元，有
效维护了医保基金安全。

医疗保障关乎人民群众的健康福
祉，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今
年，我市将继续加大欺诈骗保打击力

度，保持医保基金监管的高压态势，对
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强
化医保服务协议管理，完善准入和退出
机制；探索设立医保诚信“黑名单”，建
立失信惩戒体系；升级完善医保智能监
管信息系统，加快运用互联网、大数据、
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提升医保实时监
控和智能审核水平，坚决维护好医保基
金安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

仪式上，定点医疗机构代表、定点
零售药店代表分别宣读了承诺书。仪
式结束后，还开展了政策宣讲活动并向
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叶有辉·

我市持续打击欺诈骗保
约谈整改协议医疗机构 17家，零售药店 20家

近日，全市 105 个乡镇（街
道）党组织全部配备政法委员，全
力维护基层和谐稳定。

据了解，今年 1月，中共中央
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提出“在乡镇（街道）党组织配备政

法委员”。对此，市委政法委联合
市委组织部专门下发了《关于乡镇
（街道）党组织配备政法委员的通
知》，就全市政法委员配备工作进
行全面安排、部署，并积极推动在
全市各区县执行到位。·姚大盛·

全市 105 个乡镇（街道）配备政法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