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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
建议市民不与近期来（返）肥人员聚餐聚会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11 月 21 日夜至 11 月 22 日

查验，一经查实并造成疫情传播的，将依法追究。

晨，在来（返）肥人员“落地检”中发现近 20 例核酸检测

记者了解到，合肥市倡导广大市民近日非必要

结果异常，虽均已落实管控措施，但疫情输入风险明

不离肥，不与近期来（返）肥人员聚餐聚会；倡导所有

显加大。记者从合肥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了解到，

寄 宿 学 校 、中 职 院 校 和 高 校 学 生 近 日 非 必 要 不 离

目前合肥市疫情形势总体平稳，
但近期市外输入压力明

校。教职工严格落实“两点一线”闭环管理，并不得

显加大，
随时可能对楼栋、
小区甚至片区进行管控，
建议

与近期来（返）肥人员聚餐聚会。全市所有宾馆、酒

市民根据需要可适当储备 3 到 5 天的生活必需物资。

店、工地等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必须查验“两码”、

根据要求，合肥将全面强化“落地检”，确保不漏

核酸检测报告，劝阻红黄码人员进入并及时报告。

合肥街头共享单车
实现冬季弹性投放
星报讯（余方华 何芳凌 记者 王珊珊） 近日，随着

一人。由于来（返）肥人流量持续加大，查验通行速

因查验不严导致疫情传播的，将依法追究。同时，合

合肥气温降低，市民出行选择共享单车的次数开始减

度难免受到影响，合肥市将进一步增派力量，请来

肥市“跟踪检”要跟得紧、检及时，
“ 重点检”要不漏一

少。11 月 22 日，记者从合肥市包河区滨湖城管办了解

（返）肥人员给予理解。所有在高速入口不愿意、不

人，各行业主管部门、单位和属地要切实负起责任，

到，该城管办联合辖区三家共享单车企业对共享单车设

配合接受查验，采取换车、改道、托人转接等方式入

做好来（返）肥人员跟进服务。合肥市所有进入住宅

置停放点位进行重新摸排，并对投放过多的共享单车开

城的人员风险很大，要将相关车辆信息纳入重点查

小区的人员须佩戴口罩，主动配合查验“两码”和核

展清运行动。滨湖城管办督查中队中队长管飞强表示，

验。所有来（返）肥人员不得用两部或多部手机逃避

酸检测报告，对进入小区的车辆一律逐车逐人查验。

“城管部门加大对乱停放、闲置单车的清理力度，通过结
合单车企业‘电子围栏’及后台‘云监管’技术，根据路面
情况和用户骑行需求，及时调整共享单车的投放数量，
让市民有车可骑、有车可用的同时，避免单车停放点出

安徽省司法厅增选 20 名省级人民监督员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11 月 22 日，记者获悉，安

现堆积等现象。”

人员成为人民监督员候选人。报名人员在报名时均应

徽省司法厅发布公告，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公开增选第

当填写并提交《安徽省省级人民监督员选任报名表》，

二届省级人民监督员。报名时间自 11 月 21 日起至 12

同时提供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学历证书复

月 18 日止。

印件及其他有关证件复印件等证明材料各 1 份，并对

绩溪聚焦两强一增
拓宽山核桃发展之路

本次报名采取个人自荐和单位或者组织推荐的

其真实性负责。报名人员须将报名材料通过挂号信或

近年来，绩溪县委县政府坚持“生态立县”战略，以

方式进行。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支持工会、共青

特快专递方式邮寄到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

建设宣城市全国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市为契机，聚力

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推荐符合条件的

（地址：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 100 号，邮编：230031）。

促进山核桃产业健康发展，山核桃真正成为了老百姓的
“致富果”。2022 年山核桃干籽产量达 5260 余吨，产值达
3.2 亿元。创建绩溪县水浪头核桃基地和万富山核桃基
地等国家级核桃示范基地 2 个，面积 10000 余亩；建成山
核桃省市森林抚育示范片 4 个，面积 10400 余亩。建成宣

和县第十三届蔬菜博览会昨开幕

城市三大特色林业产业山核桃产业示范基地 2 个，实施
11 月 22 日 ，马 鞍

富强山核桃省级现代林业示范区 1 个。申报创建荆州省

山市和县第十三届蔬

级山核桃高质量发展示范园 1 个。注册有“龙须山”
“纪

菜博览会暨第八届农

世山宝”
“ 徽仙山”等山核桃商标 8 个，山核桃煮具等 4 项

业嘉年华启动仪式在

发明创造获得专利，山核桃产品荣获第十四届中国义乌

和县国家现代农业产

森博会金奖 2 个。

洪明建 胡君 曹开发

业园举行。此次博览
会由中共和县县委、和
县人民政府主办，11 月
22 日起，至 12 月 21 日
结束。活动期间先后
举办第十三届蔬菜博
览会开幕式暨第八届
农业嘉年华启动仪式、
特色 农 产 品 展 暨 蔬 菜
美食节等多场活动。
记者 张发平 文/图

女子驾车突发疾病 交警紧急救援
星报讯（合公新 记者 徐越蔷） 11 月 17 日早上，合
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架桥大队辅警朱龙飞巡逻时，发
现一辆白色 SUV 打着双闪，停在合作化路高架桥休宁路
下桥口的桥面中间车道上。朱龙飞来到车前查看，见一
名女驾驶员正无力地靠在座椅上，脸色苍白。面对交警
询问，她虚弱地称自己犯病了，无法继续开车。朱龙飞
连忙用对讲机呼叫同事周辉前来支援。
此时，周辉正在附近的合作化路高架桥黄山路上桥
口执勤，听闻呼叫迅速赶来相助，和朱龙飞一起将女驾
驶员搀扶到车后座上躺好。二人以最快速度将患病女
子送往安医二附院抢救。
“ 谢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及

兴业银行芜湖分行落地外汇衍生品业务

时送去医院，我姐情况就严重了……”送达医院后，朱龙
飞和周辉抓紧时间联系患者妹妹，将患者及其车辆移

近日，在芜湖市外汇局等政府相关部门及该市民

第一时间与芜湖市外汇局、市民强担保公司进行沟

强担保公司的大力支持下，
兴业银行芜湖分行成功落地

通联系，并梳理相关目标客户，积极与市民强担保公

了芜湖市首笔由市民强担保公司担保的外汇衍生产品-

司多次共同上门拜访客户，宣讲相关政策。最终确

远期结汇业务。首笔落地企业为芜湖某机械有限公司，

定兴业银行为该项产品的首发银行，芜湖某机械有

落地金额2万美元。该笔业务依托兴业银行外汇业务
“单

限公司作为该项产品的首发落地客户。

证通”
系统，
全流程线上化，
从业务发起到最终成交仅不到

为保证该项业务的顺利落地，兴业银行芜湖分

一分钟。企业在系统办理该业务，
免收企业保证金，
系统

行与金融局、外汇局、民强担保公司等一同梳理业务

自动占用银行为该公司核定由民强担保的授信额度。

流程，了解客户贸易背景情况，沟通客户需求，做了

在大大提升效率的同时，
也减少了企业的资金占用。

大量前期准备工作，积极落实民强担保外汇衍生产

近几年，在汇率双向波动的大背景下，为进一步

交。之后，家属电话回复称，经及时治疗，该女子已转危
为安，目前身体状况平稳。

品专项授信的上报，外汇业务“单证通”系统的开通，

支持该市外向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芜湖市外贸

上门为企业进行设置，指导企业进行相关业务的操

企业汇率避险意识，树立“汇率风险中性”意识，今年

作。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在该市外汇局的指导和该

6 月开始，芜湖市金融局、外汇局、商务局、财政局联

市民强担保公司的支持下，该笔业务最终顺利落地。

合印发了《芜湖市支持中小微外贸企业加强汇率风

此次首笔业务的顺利落地，获得客户的高度认

险管理、开展跨境贸易投融资业务的若干措施》，对

可，标志着芜湖市首笔由市民强担保公司担保的外汇

辖内中小微外贸公司开展相关汇率避险给予支持。

衍生产品正式启用。后期，兴业银行芜湖分行将以此

学”暖民心行动科普讲座。活动由街道科协、老年学校、

11 月 22 日，合肥市瑶海区铜陵路街道开展“老有所

为契机，继续加大汇率避险产品的推广和宣传工作，

党群工作部联合举办。活动邀请安徽大学教授为参加

作为一项重点业务来推动，外汇衍生产品的签约金

为芜湖市涉外企业“套保率”的提升及树立企业“汇率

活动老人，科普《食用菌营养与健康》相关知识。图为活

额增长较快。在获悉芜湖市政府上述政策后，该行

风险中性”
意识作出应有的贡献。

兴业银行芜湖分行近几年一直将汇率避险产品

刘敏

动现场。

吴兰保 韦秀勤 王京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