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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任杰 文/图）9 月 9 日上午，2020 年国际

（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36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

式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举行。本届药博会由中国中药

协会、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

管理公司主办，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独家承办。

药博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首次采取“线上线下

结合，以线上为主”的方式举办。大会主题是“中医药，让人

类更健康”。在确保“减量不减质，增效不增项”的前提下，

药博会精心安排了经贸、学术、文化三大板块 9项活动。

保留了华佗诞辰 1893 周年祭祀活动,2020 年国际（亳

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 36 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

式,2020 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展、酒类产品展、制药机械展,

2020年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暨中国（亳州）投资环境说明会,

2020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网络视频大赛暨第十二届华佗

五禽戏养生健身节开幕式等5项活动，新增长三角中医药一

体化发展高峰论坛,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市场专委会年会暨

产业发展学术报告会,安徽省中医药宣传周暨中医药文化推

进行动启动仪式,世界制造业大会江淮线上经济论坛亳州分

会场等4项活动。

据悉，所有活动均开展线上直播，通过多维度、大密度的

全平台宣传报道，提高药博会的影响力。

2020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开幕

星报讯（ 高丹青 记者 赵汗青）今年以来，濉溪

经济开发区强力推进铝产业招商，延长补齐产业链

条，培大育强铝加工企业，铝产业发展呈现规模扩

张、产业集聚、质量提升的良好态势。目前，濉溪经

开区已基本实现集铝板带箔、铝型材、再生铝、铝基

复合材料及汽摩配件等于一体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条，基地再生铝、铝挤压、压延、压铸工艺齐备，现有

涉铝企业 70 余家，规模以上企业 52 家，高新技术企

业 19 家。截至 7 月份，基地实现产值 78.48 亿元，同

比增长6.92%。

为了更好地提升产业发展层级，濉溪经开区坚

持规划引领，高标准编制并实施《淮北濉溪铝基高端

金属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新三年

（2019～2021年）建设规划》《安徽中德（濉溪）国际合

作铝基产业园》发展规划，出台铝基新材料产业招商

引资优惠政策，为铝产业转移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吸

引铝基企业集中入驻。

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瞄准产业链条空

白点，大力实施精准招商和延链补链。基地实现税

收 2.58 亿元，同比增长 32.99%，固定资产投资 12.89

亿元，同比增长 9.42%，在谈项目 14 个，签约项目 13

个，新开工项目8个。

建立工作调度机制，召开周、月、季工作调度会，

聚焦基地发展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研究解决基地

建设发展存在的问题。针对基地开工建设项目，安

排了包保服务员，了解企业项目存在的困难，及时上

报，及时协调解决。实行“一个项目、一名责任领导、

专人办理、负责到底”的项目推进机制，今年以来，共

排查出问题 26 件，及时解决问题 20 件，其余 6 个正

在办理中。

今年以来，该县产业基金公司以债权的方式向

基地企业投资近 6000 万元，为基地企业保驾护

航。坚持绿色发展工业，制定“循环经济建设平台”

规划，引入先进的绿色、循环、低碳理念、技术、产品

及综合解决方案，形成“引淮供水、污水处理、中水

回用”的水资源闭路循环利用体系，“清洁能源替

代、余热蒸汽转供”的能源阶梯利用体系，“分类存

储、固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的固废综合利用体系。

全长约 21 公里的供热管道为区内 9 家企业提供充

足的清洁能源。

濉溪经济开发区加快铝基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

星报讯(本报记者) 9月3日下午，安徽省霍山县

东西溪乡中国月亮湾作家村里，笑语盈盈，文气荡

漾，中国散文学会正在这里授予霍山县“中国散文之

乡”、东西溪乡“中国散文小镇”荣誉称号。

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周明、中国散文学会副

会长姜琍敏、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张立华等

现场授牌。

据安徽省作家协会原主席许辉介绍，霍山县文

脉深远，文风昌盛，历史上就有众多文化、文学名人，

前来霍山采风、访友、读山、品茗、居住，留下了丰富

的文化遗产和精彩的诗词文章。

霍山县是知名的革命老区，是著名的霍山黄芽

和霍山米斛的原产地，是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坝的佛

子岭水库所在地，是经过评选认证的中国天然氧吧，

是众多小三线军工厂的优质选址地，也是山水秀丽

的大别山的核心区，大别山最高峰白马尖就坐落在

霍山县境内。近年来，随着东西溪乡中国月亮湾作

家村的创建，霍山县的文学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文

学活动更加活跃，文学创作质量进一步提高，文学影

响力进一步增加。

霍山县喜获两个“国家级”荣誉称号

未来十天，“秋老虎”无力反扑
星报讯（记者 祝亮）随着北方冷空气携带一

场秋雨的到来，江淮大地的热浪一夜退去，进入秋

天的步伐已经加快。记者从安徽省气象部门了解

到，未来十天，“秋老虎”无力反扑，气温舒适，但也

难达到真正入秋的标准。

据气象专家预计，11～13日，江北基本无降水，

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18 日我省

有一次持续性降水过程，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

江南降水明显。根据气象学入秋的标准（连续5天

日平均气温低于 22℃）来看，安徽省在 9 月中旬尚

无法真正进入秋季，秋季还要待以时日。

白露已过，天气渐凉，今年的夏季悄悄过去了，

仿佛比以前短暂得多。据省气候中心观测，今年夏

季全省平均气温与常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雨水为历

史同期最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6 月到 8 月全省

平均气温 26.8℃，与常年同期基本持平；季内各月

平均气温起伏较大，其中 6 月偏高 0.8℃，7 月异常

偏低 2.5℃，为历史同期最低，8 月异常偏高 2.0℃；

全省有14个县(市)达到弱凉夏等级，主要集中在江

淮之间及沿江地区。全省平均降水量962毫米，较

常年同期异常偏多近8成，为历史同期最多。全省

平均日照时数433小时，较常年同期偏少2成。

今年梅雨期安徽省天气气候异常，总体呈现入

梅时间早，梅雨期为历史第一长；累计雨量大，降水

总量为历史第一多；雨带南北摆动，强降雨范围为

历史第一广；多地降水强度创极值，梅雨强度为历

史第一强，持续强降雨导致我省遭受全域性严重洪

水，16 市不同程度受灾。夏季全省平均高温日数

15.3天，较常年同期略偏多，主要集中在出梅后的8

月 1 日到 5 日和 14 日到 19 日，其中 8 月 16 日到 19

日连续4天均有70个以上县(市)出现高温。8月有

3 个台风，分别是 6 号台风“米克拉”、8 号台风“巴

威”和 9 号台风“美莎克”，台风外围云系相继影响

我省，但总体影响较弱。

安徽公开中央环保督查
“回头看”整改情况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9月10日，安徽省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长江和巢湖水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据了

解，通过深入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我省生

态环境质量不断向好，今年1至7月，全省PM2.5平

均浓度为3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2.4%，重污染

天数同比减少33天。

2018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30 日，中央第三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安徽省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对长江和巢湖水

污染治理开展专项督察，2019 年 5 月 11 日向安徽

省反馈了督察意见。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制订整改方案，细化68项整改事项，逐一

明确整改任务、整改责任、整改时限和整改标准，截

至 2020 年 7 月底，全省 68 个整改任务已完成 38

个，剩余30个正有序推进。

星报讯（记者 董艳芬）9 月 10 日，由安徽省文

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美好安徽·迎客长三角”系列活

动媒体通气会在合肥举行，为期三个月的安徽文旅

惠民系列活动就此拉开帷幕。

近年来，安徽省依托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精心

打造了一批文化旅游品牌，如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

安徽自驾游大会、黄山旅游节、李白诗歌节、文房四

宝节、黄梅戏艺术节等，推出了皖南世界遗产、九华

山文化之旅、天柱山生态养生、欢乐皖江、多彩大别

山、淮河风情之旅等特色产品线路。2019 年安徽省

接待国内游客8.2亿人次，其中沪苏浙来皖游客占比

18.2%，占省外来皖游客的比重达到 33.6%。同时，

沪苏浙也是安徽省游客出游的首选目的地。沪苏浙

皖互为重点旅游目的地、互为重点客源地的格局已

经形成。

活动面向长三角地区，加强区域联动、品牌联

动、省市联动、平台联动，围绕政策扶持、品牌带动、

宣传联动、客源互送四个方面，举办 100 多项具体

活动。

政策扶持方面，省市县出台优惠政策，真金实银

的配套资金总额超1亿元，惠及旅行机构和游客。品

牌带动方面，邀请长三角区域文旅机构、相关团体、

媒体代表等广泛参与，举办安徽民宿大会、安徽自驾

游大会、长三角康养旅游嘉年华（池州）、黄梅戏展演

周（安庆）、李白诗歌节（马鞍山）、全球少年书画艺术

大会（宣城）等 19 项活动。宣传联动方面，以短视

频、直播等方式实施“云游安徽”推广活动62项。客

源互送方面，面向沪苏浙重点客源城市，举办 30 余

场旅游推介活动，促进市场互动、客源互送。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周明洁介绍，此次活动

有三大亮点：一是突出多方联动。省市联动、政企联

动，全省一盘棋，共打一张牌，同时坚持区域联动，沪

苏浙皖共同推广长三角“七名”精品旅游线路和专项

产品；二是突出政策叠加。通过住宿奖补、接待人数

阶梯奖补、市场开拓奖励、自驾游奖补、针对特定群

体优惠等政策，引导长三角各类旅行机构积极组团

来皖，吸引自驾自由行游客来皖旅游；三是突出融媒

传播。运用新媒体新技术赋能宣传推广，与携程、驴

妈妈、同程、马蜂窝等头部 OTA 平台公司建立战略

合作，强化安徽旅游形象宣传、旅游产品销售。

美好安徽·迎客长三角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