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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要不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合肥疾控提醒：坚持人物同防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12 日下午，福建省莆

家健康监测等疫情防控措施。来自或途经莆田市

田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截

其他低风险地区的来（返）肥人员，在体温正常、健

至 12 日 16 时，福建省莆田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

康码为绿码的情况下，方可有序流动。

酸阳性 64 例，其中确诊病例 32 例、无症状感染者

密切关注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疫情动态，合理安

32 例。为巩固全市疫情防控成果，保护人民群众生

排出行，非必要不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外出

命安全，9 月 12 日，合肥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密切关

时，务必全程做好个人防护，准确记录活动轨迹，主

注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疫情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非必

动配合当地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返回后，也要第

要不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和单位报告相关情况，

目前，
“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依然很大。

以配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广大市民要清醒认识到疫情防控的长期性、复杂性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程的规定，坚持人物同

和不确定性，依然要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继续保持

防。购买进口冷链食品前一定要仔细查看食品的

良好的个人防护意识，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保持

《安徽省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出仓证明》
（附有

手卫生、保持社交距离，不扎堆、不聚集，注意咳嗽礼

产品的产地、进口批号、海关报关单号、核酸检测和

仪，文明用餐，遵守 1 米线，室内常通风和清洁消毒，

消毒证明等信息）。不要盲目购买无《安徽省进口

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倡导健康的

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出仓证明》的进口冷链食品。

生活方式。

安徽首台物流无人车进高校

接触进口非冷链货物的从业人员要相对固定，
实

8 月 27 日以来，所有来自或途经福建省莆田市

名制管理，
全程接种新冠疫苗，
至少每日上、下午各开

仙游县的来（返）肥人员，尤其是与核酸检测阳性者

展一次的健康监测，增加核酸检测的频次，实行一定

或与其密切接触者的行动轨迹有交集人员，务必第

周期的轮班制和闭环管理，
还要严格执行作业时个人

一时间主动向所在单位、社区（村）或酒店报告，并

防护要求，全程规范穿戴和使用防护服、口罩、手套、

及时依规做好信息登记、核酸检测、集中隔离和居

护目镜或面屏。

星报讯（记者 王玮伟） 通过提前在手机系统里预约
“送件上门”，即可宿舍楼下取到菜鸟无人车送来的快递。9
月 10 日，新一代菜鸟无人车在巢湖学院启用，这也是安徽
首台物流无人车正式上岗。据介绍，今年，全省 24 所高校
校园都将会有它的身影，以提升校园快递的送货效率。
这台菜鸟无人车的运行路线可以覆盖整个校园，运营
时间从早上 9:00 一直到晚上 19：00，有效解决高校学生
远距离取快递的难题，预计一台无人车一天能送 200 单快
递。菜鸟无人车应用了决策规划、高精定位、精细感知等
自动驾驶算法能力，走在路上可以 360 度精准感知，可全

合肥市通告：有序开放演出场所、棋牌室等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9 月 12 日，合肥市疫情

出示健康码并在出行前再次核验。

防控指挥部发布最新通告，在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

按照“谁举办、谁负责，谁组织、谁负责”的原

控措施的前提下，有序开放合肥市剧院等演出场

则，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提前制定疫情防控

所、娱乐场所、棋牌室、麻将馆等场所运营活动，接

工作方案与应急预案的前提下，根据需要可举办适

待量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75%。

度规模的线下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展销展览、集会

根据规定，合肥市各类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

庆典等活动。

程追溯，确保货件安全。
记者了解到，以无人车配送为基础，菜鸟驿站还为大学
校园建立了完善的智慧物流解决方案。今年会有超过 50
台菜鸟无人车在安徽各大高校同时运行，提升了校园快递
的送货效率。

电梯内猥亵女童，嫌犯被批捕

可恢复经营低风险地区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合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2021 年 9 月 9 日，合肥市庐阳

店”业务。旅行社要对旅游产品进行安全风险评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出行和旅行，降低感

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依法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犯罪嫌疑

估，不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不承接中高风

染和传播风险。如外出旅游，应科学规划游览路线

人陈某某批准逮捕。经审查，犯罪嫌疑人陈某某以寻求刺

险地区旅游团队，不组织中高风险地区游客外出旅

和时长，选择近期没有病例报告的地区，就近错峰

激、满足性欲为目的，分别于 8 月 24 日、8 月 26 日，先后两

游。相关区域列为疫情中、高风险等级时，未出发

出行，遵守防控要求，避免扎堆聚集。儿童、老年

次在电梯内对被害人（系未满 14 岁幼女）实施猥亵，其行为

的旅游团队必须立即取消或更改旅游行程。

人、慢性病患者、孕妇等人群建议就地过节。有中

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之规

同时，旅行社应加强行前排查，做好游客个人

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以及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定，涉嫌猥亵儿童罪。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信息采集、核酸检测登记、健康信息建档，要求游客

行动轨迹有交集的来（返）肥人员，请第一时间主动

报名时如实告知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

向所在社区（村）、工作单位或所住酒店进行报备。

2021 年国际（亳州）
中医药博览会开幕

2021 泾县宣纸
文化艺术节将举办

星报讯（记者 任杰） 9 月 9 日上午，2021 年

2021 泾县宣纸文化艺术节将于 9 月 24 日～

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 37 届全国（亳州）中

29 日举办，作为宣城市第十届文房四宝文化旅游

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在亳州市行政会务中心举行。

节分会场，这次活动由中共泾县县委、泾县人民政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

府主办，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指导。

委员会主任顾秀莲通过视频致辞，
并宣布大会开幕。

皖晋两地警方接力
失散 40 年亲人终团圆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姐，我回家了！”刘从富再也抑
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和亲人紧紧相拥在一起。9 月 7 日，走
失了 40 年的刘从富在安徽和山西两地警方接力安排下，回
到阔别已久的山西洪洞县的家。
1981 年夏，刘从富的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姐回山东娘
家，在河北邢台转车的时候，当时还不满 4 岁的刘从富遇见

泾县是
“中国宣纸之乡”，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了一个陌生人。
“只记得当时那个人给了我一辆红色的玩具

——国宝宣纸的原产地。2002 年，宣纸被批准为

小车，然后他就带着我走了。”在刘从富模糊的记忆中，他就

康”为主题，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关键词，

国家原产地域(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宣城市第一

这样走丢了。

安排了经贸、文化、学术 3 大板块 4 项活动。亳州

个获此保护的产品。2006 年，宣纸制作技艺被列

此后，来到界首养父母家的刘从富慢慢长大。从身边

市委书记杜延安在开幕式上向参会领导、嘉宾介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据

人口中确定了自己是被收养后，他就一直奔波在寻亲路

绍了亳州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杜延安表示，亳

悉，本届宣纸文化艺术节内容丰富，共有 10 项主

上。从 1999 年开始，他先后到过浙江宁波、四川成都、辽宁

州坚持“以药立市”，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全力建

题活动。9 月 24 日，将在宣纸博物馆举办中国古

大连、福建福州等 10 多个省市，但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归。

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加快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

村镇振兴发展论坛，以“乡村振兴中的古村镇”为

后来，刘从富得知了公安部有“宝贝回家”行动，于是他

代化、国际化，现代中医药产业规模达 1450 亿元，

主题，由中国文物学会发起组织。9 月 27 日，将在

第一时间报名，当年 34 岁的他成为其中年龄最大、被拐时

药品生产企业突破 200 家。现代中医药产业是亳

泾县奥体中心举行宣纸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和文艺

间最长的“宝贝”。此后，界首市公安局也一直关注着有关

州发展的首位产业，空间广阔、前景无限、未来可

演出，用艺术化的表现形式，演绎宣纸文化的独特

刘从富的相关情况。今年 7 月份，界首市公安局找到刘从

期。期盼各界有识之士继续投资亳州、兴业亳州，

韵味。同时，宣城市第十届文房四宝文化旅游节

富采集了 DNA 信息，在通过公安部平台进行比对时，确定

共建“世界中医药之都”，共享健康美好新生活。

闭幕式将于 9 月 28 日在泾县举办。闭幕式上将发

他为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一马姓家族人氏。同时经过当地

布宣城市文房四宝文化旅游节主题曲、会徽，举办

警方认真走访后确定，这个家族 40 年前，的确有一个儿童

皖江八市群艺大赛颁奖典礼等。

走失。警方最终通过 DNA 对比后，确认刘从富就是当年马

据悉，本届药博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安徽省亳州中医药集团、
安徽华佗医学研究院等九个项目的集中揭牌仪
式。开幕式后举行了文化展演活动，通过舞蹈、歌

为确保活动顺利开展，专门成立 2021 泾县宣

曲、情景剧等表现形式，展示了亳州市中医药文化

纸文化艺术节组委会，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

的源远流长。

条不紊的进行。

■ 黄玉才 张萍 曹开发

姓家庭走失的孩子。
9 月 6 日下午，在界首市公安局警官陪同下，寻亲车辆
出发赶赴山西。7 日，刘从富终于回到自己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