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休宁县水产站正高级工
程师、泉水鱼专家组成员、选派专技
人员林衍峰及其团队经过近 5 年的
驯养繁殖研究，确定并命名了黄山
马蹄鳖为新记录物种，其论文被收
录在《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
tion Index，简 称 SCI ）期 刊《ZOO⁃
TAXA》中。

据了解，2017 年 5 月，林衍峰及

其团队在休宁县率水河溪口镇段水
域收集到 5只野生马蹄鳖，随即开展
驯养繁殖研究，经过 5 年的实验，通
过形态特征比较和分子系统发育分
析，最终确定它们为新记录物种。
目前，休宁县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
已开展黄山马蹄鳖的人工养殖繁育
试点工作。

·余昕阳·

一批批省内外投资者纷至沓来，一
个个新项目落地生根……近日，记者从
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亲力亲为，顶格对接，
强力推进“双招双引”各项工作，全市上
下“双招双引”氛围日益浓厚。1-9月，
全市新签内资项目 412个，协议投资额
464.7 亿元，实际到位资金 340.3 亿元，
同比增长 19.9%，提前一季度完成全年
到位资金任务。利用省外资金到资同
比增长 27.4%，居全省第 3位。

近年来，我市建立了重点产业链链
长工作机制、重点产业“双招双引”工作
机制，梳理汇编了民营经济 28 条配套
政策，这些工作畅通了企业、项目、人才
引进渠道，形成了协商、落地、建设、发
展的良性循环，在全市上下营造了崇尚
发展、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为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做好“双招
双引”工作，既要领导挂帅出征，也要有
专门队伍冲锋陷阵。今年 5月，市委市
政府创新实施了包括体悟实训在内的

“四千工程”。工程开展以来，全市先后
选派 744名干部和企业家，赴北京等近
20个地市 320余家单位跟班学习、体悟
实 训 ，共 引 进 项 目 295 个 ，投 资 总 额
393.84亿元，促成了黄山旅游与蚂蚁集

团文旅数字化、法哲罗生物等一批重点
项目落地。

“双招双引”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战
场、是推动黄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需要创新创意加持。

黄山经开区创新招商引资思路，充
分利用现有厂房和存量土地，以工业实
体及产业配套项目为招商重点，提高土
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有力推进 9个地
块“腾笼换鸟”，盘活闲置土地 315.51
亩，引入一批优质成熟项目。1-10月，
新开工招商项目 27 个，新竣工招商项
目 13 个，目前招商项目库储备项目 22
个，重点在谈项目 13个。

市住建局出台激励政策，紧盯招商
项目，放大中国（黄山）首届徽派古建产
业发展大会效应，计划于 12月召开古建
产业战略联盟工作会议，进一步加强长
三角及周边 10个城市间的交流合作，把
古建产业战略联盟打造成为重要的招商
平台、企业合作平台和产业发展平台。

一个地方要想推动高质量的“双招
双引”，就必须俯下身子，在优化营商环
境上下功夫。冠润汽车反映加快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问题，歙县住建局
第一时间督促设计单位按审核要求修
改施工图，加快材料审查效率，在承诺
时限到期 3个工作日前办结，提升了企
业的满意度。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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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1月

15

今日8版

星期一

辛丑年十月十一

13049

本版责任编辑/司 红
E—mail:hsrbzbb@163.com

黄山入选“ 2021 研学旅行热门城市”

黄山马蹄鳖获权威命名记录

近日，由中国旅游研究院、浙江
省文化和旅游厅、绍兴市人民政府

和中国文化报四家联合主办的“‘走
读浙江’系列主题推广活动启动仪
式暨中国研学旅行报告绍兴发布研
讨活动”，在北京和绍兴以双会场方
式召开。

中国旅游研究院产业所所长杨
宏浩博士代表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

“2021 研学旅行热门城市”，黄山榜
上有名。 ·黄 吕·

走近道德模范

瞄着项目去瞄着项目去，，带着项目回带着项目回

开创新思路开创新思路，，抓住新机遇抓住新机遇

当好当好““店小二店小二”，”，实现新突破实现新突破

黄山，打造“双招双引”强磁场
□ 本报记者 舒 俊

本报讯 记者胡利龙报道 11 月
13 日上午，市委书记凌云赴市疫情防
控应急指挥部调研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亲切看望市疫防办工作人员，对全
市奋战在疫情防控战线的干部职工致
以问候。她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紧绷防控之弦，落细防
控之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市委常委、秘书长杨龙参加。

在认真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凌云
对全市疫情防控工作给予肯定。她指
出，当前国内疫情形势依然复杂，黄山
作为人来人往的旅游城市，面临的输入
性风险更高，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松懈、
丝毫不能大意。要严把关口，综合运用

“大数据+网格化”筛查等手段，抓紧抓
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各
项要求，落实好大型商超、农贸市场、景
区景点、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防控举

措，大力推进疫苗接种，全面筑牢安全
屏 障 。 要 通 力 合 作 ，坚 持 全 市“ 一 盘
棋”，加强上下级、跨部门之间协调联
动、密切配合，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确保各项工作有效衔接、高效
运转。要强化保障，加大投入力度，完
善核酸检测仪器等软硬件设施，优化机
构设置，充实人员力量，为做好防控提
供有力支持。要加强宣传，引导群众自
觉养成佩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保持

社交距离等健康文明习惯，切实增强自
我防护意识。

凌云指出，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安医学在
中医药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
章，要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进一步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全力推动新安医学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造福百
姓，让新安医学在服务健康中国建设中
绽放出新的更加绚丽的光芒。

本报讯 11 月 12 日下午，市政府
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赋能黄
山经济高质量发展”政银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在屯溪举行。市委书记凌云，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严琛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市委副
书记、市长孙勇主持签约仪式。市领导
杨龙、朱策，市政府秘书长陈立青，徽商

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易丰等出席。
凌云、孙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严琛

一行表示欢迎，对徽商银行长期以来对
黄山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凌云指

出，面向“十四五”，黄山正按照省党代会
决策部署，加快建设生态型国际化世界
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徽商银行
是“安徽人自己的银行”，希望进一步加
大资金支持力度，创新和丰富优质金融
产品，拓宽服务领域，在普惠金融、绿色
金融、创新金融、驻企服务等方面深化合
作，助力黄山经济高质量发展。

严琛表示，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
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优势，围绕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发展、社会民生、乡村振
兴等领域，提升创新能力，整合金融资
源，为黄山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
持。 ·舒 俊·

本报讯 11 月 14 日，2021 安徽省
徽学学会学术年会暨“徽州文化与乡村
振兴”学术研讨会在黟县举行。省社科
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省徽学学会
会长洪永平，省政协常委、省徽学学会
顾问万以学，市领导范荣晖、叶建强，安
徽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程雁雷等出席
会议。

本次会议由省徽学学会、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主办，市社科联、黟县县
委县政府承办。省徽学研究知名专家
学者围坐一堂，以“徽州文化与乡村振
兴”为主题，围绕学术与践行、历史与未
来、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为提高徽文化
软实力，全面推动乡村振兴集思广益。

会上，洪永平表示，本次大会是贯

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徽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省徽学学会不断拓宽研究领
域，相关著述成果丰硕，徽学研究呈现
良好发展态势。他建议，要加快推动徽
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更多
学术研究成果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程雁雷表示，徽文化是徽州传统村

落的灵魂，徽州乡村振兴离不开徽文化
的复兴和繁荣。安徽大学将一如既往
关注支持黟县乡村振兴事业，不断扩展
合作深度广度，开放共享优势资源，为
乡村振兴注入“高校赋能”的源头活水。

作为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优秀传
承地和创新策源地，近年来，黟县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大力挖掘地方
文化、传承创新文化遗产、完善乡村文
化设施、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叶建强希望，以此次盛会为契
机，进一步挖掘黟县历史文化资源，推
进文化创新，突出文化特色，打造文化
品牌，助力乡村振兴，生动谱写徽文化
的黟县篇章。

·朱西敏 实习生唐紫燕·本报讯 2021 世界制造业大会将
于 11 月 19-22 日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11 月 13 日，记者从市商务
局获悉，我市正高质高效推进各项参会
筹备工作，按照时间节点逐项细化、有
序推进。

记者了解到，我市成立了黄山市参
加 2021世界制造业大会筹备工作领导
小组，印发工作方案，统筹协调指导参
会各项筹备工作。

据悉，黄山芯微电子入选大会展馆

序厅展品，谢裕大、六百里、王光熙等 3
家企业入选绿色食品展区。我市还聚
焦主导产业，遴选一批符合新发展理
念、国家产业政策、生态环保要求的高
质 量 项 目 ，目 前 已 报 送 推 介 项 目 59
个。以“六百”项目对接活动签约项目
为重点，招大引强，遴选一批合同类项
目签约，努力在项目数量上保持稳定增
长，项目质量上持续提升。目前我市已
有 35个项目通过初审，5个项目拟在大
会现场签约。 ·汪 悦·

金融赋能 共赢发展

市政府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凌云孙勇严琛见证签约

凌云在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调研时强调

紧绷防控之弦 落细防控之举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2021安徽省徽学学会学术年会暨
“徽州文化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召开

他是至信笃行的“四有”军人，是践行
宗旨的道德模范，是善行广至的“中国好
人”；他用平凡的善举，让阳光照进远山，
让梦想插上翅膀，让红色基因绽放时代光
芒！他曾先后被评为“安徽省道德模范”

“安徽省拥政爱民模范”“中国好人”“全
国百名网络正能量榜样”，被中宣部、中
央文明办等联合表彰为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荣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今年他又荣获第八届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他就是驻黄某部三级军士长
俞细文。

精武强军、练兵备战。在部队，俞细文
是专业技术岗位上的多面手，40多本专业
书籍熟读精研，100多张专业图背得滚瓜烂
熟。他还通过勤学苦练，先后考取高级电
工、网管技师等 5 本职业技能证书。2019
年，一次全军重大专项任务中，通信网络突
然“掉线”，他主动请缨上阵，5分多钟就排

除故障，作战任务得以顺利推进。近年来，
俞细文在 100余次军事任务中担任通信保
障关键号手，成为所在部队网络专业的“兵
专家”，荣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三等奖”，
被火箭军评为“信通尖兵”，入选火箭军“三
型”士官人才库。

作为所在部队理论轻骑队唯一的“兵
教员”，他创新理论学习方法，学以致用，
带领大家一起学。

（下转第三版）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俞细文：

“要做一个像雷锋一样的人”

世界制造业大会召开在即

我市高质高效推进参会筹备工作

11 月 12 日至 14 日，黄山市首届消
防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举行。全市 81 名
消防精英组成多支参赛队伍，开展业务
理论、绳索攀爬、60 米肩梯登楼、百米障
碍救助等 8 个专业项目的激烈角逐，通
过“以赛促技”的方式，提升消防救援人
员综合素质和能力。 钟 伟/摄

以赛促训砺精兵

新华社北京 11月 14日电（记者
王思北）国家网信办 14 日公布《网络
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稿提出，数据处理者利用生物特征
进行个人身份认证的，应当对必要
性、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不得将人
脸、步态、指纹、虹膜、声纹等生物特
征作为唯一的个人身份认证方式，

以强制个人同意收集其个人生物特
征信息。

征求意见稿明确，国家建立数据
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按照数据对国
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
法权益的影响和重要程度，将数据分
为一般数据、重要数据、核心数据，不
同 级 别 的 数 据 采 取 不 同 的 保 护 措
施。国家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进

行重点保护，对核心数据实行严格保
护。

根据征求意见稿，数据处理者基
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应限于
实现处理目的最短周期、最低频次，
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不
得因个人拒绝提供服务必需的个人
信息以外的信息，拒绝提供服务或者
干扰个人正常使用服务。

我国拟规定不得将人脸等生物
特征作为唯一个人身份认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