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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把“双招双引”作为经济工作第一战场，以高质量投资支撑高质量发展，今年前10月利用省外资金同比增长15.5%

打出“双招双引”攻势胜势
据安徽新闻网 11 月 24 日报道（王弘毅）
今年以来，安徽省把“双招双引”作为经济工
作的第一战场，用市场的逻辑谋事，用资本的
力量干事，项目提质增效，要素充分汇聚，经
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增强。1 月至 10 月，全省
亿元以上在建省外投资项目 6219 个，实际到
位资金 13424.1 亿元，同比增长 15.5%。
11 月 9 日，安庆高新区山口片综合开发
PPP 项目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让招商引
资企业早日建成投产，机器轰鸣着，工人忙碌
着。立足“前沿”、聚焦“龙头”、强链补链、招
大引强。安庆高新区聚焦石油化工产业链、
高端精细化工以及生物医药领域，构建“行业
龙头+国际化”发展新格局。区内的泰恒化
工进入试生产阶段，这个年产 40 万吨烷烃脱

氢及原料配套项目达产后每年可新增 60 亿
元产值。
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发力，高质量投资支
撑高质量发展。今年前 10 月，全省新建亿元
以上项目 4335 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725 个，同
比增长 20.1%。
安徽省强化“双招双引”责任意识，运用
平台思维、生态思维、资本思维，在更大的市
场空间中配置资源，充分发挥投资对优化供
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推进平台建设，安徽省
举办世界制造业大会、首届中国（安徽）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
“ 天下徽商”圆桌会、世
界显示产业大会、国际新材料产业大会等重
量级展会，
“ 请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开展专
业化、集群化、产业链招商；优化产业生态，安

徽省实施创优营商环境提升行动，建立实施
十大新兴产业专班招商推进机制，绘制产业
链图，编制龙头企业目录，建立健全顶格倾
听、顶格协调、顶格推进服务企业制度，加快
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本链、人才
链、政策链“多链协同”产业生态；借助资本力
量，安徽省启动万家企业资本市场业务培训
专项行动等，让项目找到资本、资本找到项
目，实现项目和资本相互耦合、彼此成全。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
步运用好市场思维、资本思维、平台思维、生
态思维，形成项目、资金、人才等各类高端资
源要素汇聚的强大引力场，打出“双招双引”
的攻势和胜势，为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
提供有力支撑。

热搜榜

我省全面启动活体资产抵押贷款业务

生猪耳标能贷钱
据安徽日报 11 月 24 日报道（何珂）“我
们的生猪养殖规模扩大到了 500 多头！”11 月
23 日，休宁县南潜卫东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文
斌兴奋地告诉记者，
“ 以前因缺少抵押物，我
们为贷款发愁。现在质押生猪耳标就能贷到
钱，这有利于我们企业发展。”
张文斌所说的贷到钱，是当地村镇银行
新推出的“耳标活体质押贷款”。
“ 耳标活体质
押贷款”，是根据借款人提供的猪耳标，确定
在栏的生猪数量，再以耳标的数量乘以当时
的毛猪市场价格和毛猪重量来确定质押物价
值 ，按 照 不 超 过 50% 质 押 率 确 定 贷 款 金 额 。
休宁大地村镇银行行长章辉介绍：
“去年 7
月，南潜卫东家庭农场想采购 400 头小猪，但

是账上没有现金。我们通过‘耳标活体质押
贷款’，发放了 50 万元贷款；今年 3 月，该农场
要扩建养殖场，我们又发放了 30 万元。”
畜禽是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最重要的资
产。今年以来，我省积极探索试点活体资产
抵押贷款，10 月底，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联合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人民银行合肥
中心支行、安徽银保监局印发《关于实施活体
资产抵押贷款业务的若干意见》，大力建设
省、市、县三级联网的活体资产抵押综合服务
体系，满足绿色食品产业链畜禽养殖企业活
体抵押融资有效需求。
“具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标准化规
模养殖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及农户，达到我省畜禽养殖场（小
区）规模标准的牛（奶牛、肉牛）、猪（育肥猪、
能繁母猪）、羊及其他畜禽养殖场活体畜禽
（含种畜禽），所有权清晰、无权属争议；贷款
用于借款主体购进活体禽畜以及相关饲养支
出，养殖场等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维修和生
产经营等合法用途，都可申请活体资产抵押
贷款。”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说。
此外，我省还鼓励提高农业保险保障力
度，结合农业生产方式调整、成本变化和市场
价格波动，建立保额动态调整机制，探索通过
保单质押等方式为活体养殖户增信，降低金
融机构信贷风险。

安徽党史学习教育五种重点图书发行
据安徽日报 11 月 24 日报道 （朱胜利）
根据省委关于党史学习教育和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工作安排，省委党史研究院
组织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安徽历史系列图书，
近日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安徽党史上的重要事件》《安徽党史上

的重要人物》《中国共产党安徽简史》《中国
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中国共产党安徽建
党图志》 5 种图书，是安徽省党史学习教育
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重点图书。
该系列图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为遵

循，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安徽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奋斗的辉煌成就，为全
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习安徽地
方党史提供了丰富、鲜活的辅导教材，也是
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要资料。

我省部署
冬小麦安全越冬工作
据安徽日报 11 月 24 日报道（史力）
今年小麦主产区雨水过大，小麦播期普遍
推 迟 ，且 苗 情 偏 弱 ，抗 低 温 冻 害 能 力 下
降。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段时间还将
多次出现降温天气，对小麦安全越冬带来
不利影响。为此，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研
究发布小麦抗寒防冻应变技术指南，指导
各地做好水肥等田间管理，确保小麦安全
越冬。
技术指南提出要从水肥管理、镇压保
墒、化学防控等方面着手，提高小麦抗寒防
冻能力。对于晚播小麦，冬前可对底肥不
足、叶片变黄的晚播弱苗，结合浇水或降
雨增施尿素，促弱转壮，保苗安全越冬。
越冬前适时镇压，尤其对秸秆还田和出现
裂缝的麦田，可踏实土壤，弥合缝隙，减轻
土壤散墒，控旺促壮。密切关注天气预
报，在降温之前及时灌水，改善土壤墒情，
调节近地面层小气候，防御寒潮冻害。对
土壤墒情较差的地块，要及时浇越冬水。
在冷空气来临前，喷施抗冻增产套餐，避
免幼苗发生冻害。雨雪过后要及时清沟
理墒。此外，小麦在发生低温冻害后会变
得比较虚弱，要重点做好蚜虫、红蜘蛛吸
浆虫、纹枯病等病虫害的防治。在小麦拔
节期至孕穗期（药隔形成期）倒春寒来临
之前，要强化春季田间管理。

安徽立法保护
传承红色资源
据人民日报 11 月 24 日报道（徐靖）
近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红色资源保护和
传承条例》，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 明确，擅自改建、扩建、迁
移、拆除的旧址、遗址、纪念设施或者
场所，或者擅自新建的纪念设施或者场
所，属于文物、历史建筑、烈士纪念设
施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属于
其他红色资源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学校应当将红色资源传承纳入日
常教学活动，定期组织学生参观旧址、
遗址、纪念设施或者场所等。

亳州市黉学小学：五育并举 全面发展

红歌大会比赛现场

第五届校园文化艺术节

黉（黌），古代称学校：黉门,黉宇,黉序。
《后
汉书·循吏传·仇览》：
“ 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羣
居，还就黌学。”亳州市黉学小学意即秉承“黉
门”之责，育百姓子弟。黌学之师，更以发明事
理，啟牖来学，学子於是乎汲汲焉。
黉学小学地处市政府旁、宋汤河畔。所在
富荣花园小区环境优美，处处亭台楼阁点缀其
中。曲径通幽处，园中花木深。学校设备齐全：
微机室、舞蹈室、书法室、美术室、音乐室、心理
咨询室、科学实验室、多功能报告厅、食堂一应
俱全；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国家级优秀教师
2 名，亳州市特级教师 2 名，市学科带头人 3 名，
市骨干教师 8 名，市、区教坛新星 6 名，教学能手
12 名。学校先后有 30 余位老师在谯城区优质
课比赛中获奖；数十个文艺节目在全区各项比
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好评。
黉学小学怀揣为百姓办优质教育之赤子初
心，砥砺前行。学校现有师生 3000 余人。黉小
文化底蕴丰厚，校园环境优雅，教学设备齐全，
师资力量雄厚。学校本着“适性教育 多元发

校
园

认真早读的孩子们
展”的办学理念，以“为每个学生适应未来社会
的发展奠基”为育人目的，开设了丰富多彩的社
团活动和特色课程，确保每位学子全面发展。
黉学小学学风浓，教风正。黉小学子勤学
笃志、学而不厌；黉小之师，惟日孜孜、诲人不
倦。
“ 郡国兴贤，黌宫课试，书生事业从今始。”愿
一片丹心与君携手，满载希冀再谱华章！
（卢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