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记者从省教育
厅获悉，2018 年我省继续在省属普通高校
开展普通专科层次升入本科教育培养模式
（以下简称“普通专升本”）工作。在各校上
报的分专业招生计划基础上，综合考虑我
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人才的
需求、学校办学条件等各方面因素，2018年
普通专升本计划招生9360人。

其中，安徽师范大学招生计划最多，达
750 人，安徽大学计划招生 660 人，亳州学
院、安徽三联学院、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均
计划招生500人。据了解，2018年普通专升

本报考资格仍为应届普通高职（专科）毕业
生。高职（专科）毕业院校应加强报考资格
审核，凡不能如期取得高职（专科）毕业证书
的学生不得审核通过。省教育厅要求本科
高校继续强化入学资格审查，考生报到时不
能提供高职（专科）毕业证书，且比对学籍系
统未按时毕业的考生，不得办理入学手续。
对普通专升本学生，省教育厅鼓励和支持各
本科高校实施融入式教育，对招收的普通专
升本学生，根据生源情况和学校相关专业人
才培养的实际需要，灵活采取单独开班和混
班教学相结合的方式。

我省今年普通专升本计划招生93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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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 3 月 17 日
“国医节”来临前夕，省
中医院新安中医馆举办

“中医科普课”，来自合
肥市清溪路社区的 20
余位小朋友在中医师的
指导下，学习辨识药材、
学做防流感香囊。

▋朱茜 付敏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星报讯（李婷婷 甄娟 记者 祝
亮）“也许你没有想到，一次勇敢的捋
起袖子，一次你不经意的无偿献血带给
别人的是生命的延续。”3月12日，合肥
和瑞出租汽车公司热心的哥李长革师
傅再次在微信朋友圈发出献血倡议
书。热心公益的他，八年来坚持无偿献
血，献血次数达103次，其中血小板102
次，全血1次，累计献血量达28500毫
升。他所牵头成立的“爱在路上”血小板
驿站，拥有数百名热心无偿献血的的
哥的姐，累计献血量达130000毫升。

1999年加入合肥出租汽车行业
的李长革是出租车圈内的公益达人，
19年来做到经营“零投诉”。热心公益
的他15年风雨无阻坚持爱心送考，坚
持免费搭载老人、残疾人，拾金不昧的
事迹更不胜枚举，行业中各种公益活
动都有他的身影。

2015 年 5 月初的一个雨夜，李
长革师傅偶遇了站在十字路口等车
的一名白血病患儿李嘉琪和她的妈
妈。热心的李师傅不仅免费搭载了
母女俩前往医院，还留下可以随时

捐血的爱心电话，后来通过与患儿
母亲的交谈，得知医院里像李嘉琪
这样需要血小板的白血病患儿不在
少数。这让一直热心的李师傅陷入
沉思，“很想都能帮上忙，但只依靠
我一个人，能力肯定是有限的。”

思考后，李长革很快就联系到一
群热心的“的哥”朋友，

“说了关于组织一个小团
队，定期献血小板救助白
血病患儿的想法，大家一
呼即应，都特别赞同。”
很快，名为“爱在路上”
血小板驿站的爱心组织由此成立。

李长革带着一份爱，用自己的行
动号召更多人的加入，帮助了更多有
需要的人。如今，成立两年多的“爱在
路上”血小板驿站，已由当时的15名
的哥成员，发展到了近百人的公益组
织，其中80%以上是的哥的姐，组织了
5次大型的献血活动，定点帮助了11
名白血病患儿，累计无偿献血达400
次以上，近500个治疗单位，据不完全
统计，累计献血量达130000毫升。

星报讯（丁萍 刘亚萍 记者 沈娟
娟） 2008年，在一次单位组织的集
体献血活动中，许章明第一次献出了
400ml的献血；2011年，许章明的爱
人吴泽平在他的影响下，也开始献
血。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每年他们
都会携手献血1～2次，下个月，他们

的孩子满 18 岁了，“他
也说自己要去献血，奉
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记者见到这对“献
血夫妻”时，他们刚刚
参加辖区稻香村街道

组织的义务献血活动，这也是他们
携手献血的第八个年头。和他们一
样，有600多名爱心人士参加了此次
义务献血活动。

“献血其实是奉献爱心，关键时
刻还能救人一命，对自己的身体无
害，弘扬的是社会正能量。”许章明
1972 年出生，2008 年，他报名参加
单位的义务献血活动，他坦言，献血
之前自己还是比较淡定的，“身边有
人献过血，我也上网搜索了很多相

关知识。”
跟许章明相比，爱人吴泽平的

第一次献血是在 2011 年，她当时心
情特别忐忑，“老听他说献血不可
怕，可是看到那么粗的针头，我还是
吓得闭上了眼睛。”从那时候起，许
章明和吴泽平每年都会一起献血
1～2 次，大多是参加街道或辖区的
义务献血活动，这一坚持就是八年
的时间。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献血，我们
的身体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所以也
就一直献了下来。”吴泽平说，因为要
科学地献血，所以夫妻俩从不熬夜，
饮食上特别注意，还成了运动达人，
最喜欢的运动就是健步走。许章明
和吴泽平的家人特别支持他们的举
动，今年17岁的孩子在家看到他们的
献血证和献血照片时，总喜欢问东问
西，打听起各种献血知识。

下个月，两人的儿子就满 18 岁
了，他悄悄告诉爸妈：等满了 18 岁，
自己也要去献血，奉献自己的一份
爱心……

儿子告诉爸妈，等满18岁，也要去献血

70后夫妻携手献血八年

热血情意 博爱江淮
八年捐献血小板102次 献血量达28500毫升

合肥的哥李长革将献血进行到底

星报讯（徐瑞成 记者 吴传贤）
日前，淮南文商城建筑工地和淮南天
洋混凝土搅拌站在全市率先试点投
用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初步实现数字
化、智能化污染管控。扬尘监测系统
应用互联网信息化技术，动态显示和
分析城市扬尘污染的时空变化，相当
于给建筑工地装上了一个监测“千里

眼”，对 PM2.5、PM10 超过预定数值
的建筑工地进行实时报警。据悉，截
至6月底，毛集实验区建筑面积达到
1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工地和所有混
凝土搅拌站均要安装扬尘在线监测
设备，借此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和绿
色发展，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淮
河之畔一流小城市。

毛集实验区安装使用扬尘监测“千里眼”

星报讯（张劲松 记者 马冰璐） 3 月
18 日（周日）是我国第十八次全国爱肝
日。今年的主题是：“爱肝护肝，珍惜生
命”，当天上午 8 时至 10 时，安徽省立医院
感染病院门诊部将举行大型义诊。

来自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

感染科、呼吸科、皮肤科、内分泌科、肾内
科等科室的知名专家将现场解答患者咨
询。活动期间，还将免挂号费、诊疗费，此

外，检验套餐（含小肝功能、肾功能、血糖、

乙肝两对半定性）、肝脏彩超、腹部 CT 平
扫均半价收费。

义诊地点：合肥市包河区宿松路 218
号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门诊部大厅（合

肥市传染病医院门诊部，黄山路与宿松路

交 口 东 北 角 ）。 咨 询 电 话 ：0551—
63362999，温馨提示：抽血、彩超检查均需
空腹。

周日，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有义诊
免挂号费、诊疗费，部分检查项目半价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市场
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
com）、掌中安徽记者从省纪委获
悉，马鞍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苏
从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苏 从 勇 ，男 ，1963 年 5 月 出

生 ，汉 族 ，安 徽 当 涂 人 ，1985 年 1
月入党，同年 7 月参加工作，大学
学历。

马鞍山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苏从勇接受审查调查

星报讯（记者 任金如） 昨日，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
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从省清源
房地产研究院获悉，上周，全省商品
房累计备案套数 5727 套，环比增加
1285套，增幅28.9%。其中商品住宅
备案 5456 套，环比增加 1330 套，增
幅32.2%。合肥市“一枝独秀”，上周
商品房备案量超过千套，领跑全省。

受合肥备案数据更新影响，全省
商品住宅备案量大幅上涨。商品房
备案量最多的是合肥市，合肥市商品
房的备案量超过了 1000 套，其备案
量 占 到 了 全 省 商 品 房 备 案 量 的
19.3%；住宅备案量最多的城市仍然
是合肥市，其备案量为1106套，占到
了全省住宅备案量的20.3%，排名第
二的为安庆市，住宅备案 932 套，六
安排名第三，住宅备案 856 套。上
周，只有合肥市的住宅类商品房备案

量超过了1000套。
受合肥备案数据更新影响，使得

全省商品住宅备案量环比呈现大幅
上涨，其整体备案量是近八周来最高
的一次。剔除合肥市商品住宅备案
数据影响，皖中区域（合肥、淮南、安

庆、滁州、六安）整体备案量呈现小幅
下滑，而皖北（蚌埠、淮北、阜阳、宿

州、亳州）和皖南区域（芜湖、马鞍山、

铜陵、黄山、池州、宣城）均呈现不同
程度上涨，使得全省商品住宅备案量
环比仍呈现上涨态势。

受合肥备案数据更新影响，使得
皖中区域商品住宅备案量环比呈现
大幅上涨，其单周住宅备案量也为近
八周来最高的一次。六安和安庆市
的住宅备案量上涨，而淮南市的住宅
备案量明显下滑，剔除合肥市商品住
宅备案数据影响，皖中区域整体备案
量呈现下跌趋势。

领跑全省 合肥上周备案千套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