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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省教育厅发布《关于
做好 2018 年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工
作的通知》，按照通知，2018 年体育分值不得低于
60 分，比 2017 年增加 5 分，这也是 2013 年以来，我
省中考体育分值连续第 6 年增长。

2018 年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将
于明年 4～5 月进行，男女生各进行 3 个项目的考
试 ，设 必 考 项 目 和 选 考 项 目 。 男 生 必 考 项 目 为
1000 米跑，女生必考项目为 800 米跑。总分值定
为不低于 60 分。必考项目与每个选考项目的分值
由各市、省直管县教育局自行确定。

因肢残丧失全部运动能力，获准免修及免考的
考生，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成绩按
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总分的 100%

计入中考总分。因伤、病长期免修体育课，但未丧
失运动能力而申请免考的考生，应有二级甲等或
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病历。获准免考的该类考
生，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成绩按初
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总分的 60%计入
中考总分。

因伤、病或意外事故等原因暂时不能参加初中
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的考生，可申请缓
考。参加缓考的考生，由当地初中学业水平体育
与健康学科考试领导机构规定时间，集中组织补
考。补考仅限一次，如因伤、因病仍不能参加补考
的考生，须办理免考手续，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
康学科考试成绩按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学科
考试总分的 60%计入总分。

六连涨！2018体育中考分值不低于60分

星报讯（刘天红 记者 马冰璐） 近日，合肥市肥
西县法院召开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讨论会。会
议指出，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示范、先学一步，认真
研读十九大文件，要挖掘办案潜力，提高办案质效，
全面完成工作任务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司法审判工作。

会议要求，全体干警结合工作实际，将十九大精
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转
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将学习过程化作自觉行动
的过程。把全力推进执法办案作为贯彻十九大精神
的根本任务，盯紧审判质效，推动县域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妥善审理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发生的合同纠
纷、企业破产改革、股权纠纷、金融信贷等案件，促进企

业转型升级。大力开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发
现线索及时跟进，并做好执行预案，压低执行积案数，
提高了执结率，实现执行工作的良性循环。

会议强调，把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作为贯彻
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保证，建立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
的审判管理和运行机制，积极落实司法改革的各项
配套措施，切实提高司法公信力。认真贯彻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和《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
意见（试行）》,严格遵循司法规律，科学划分法院内部
办案权限，落实法官办案责任制和裁判文书签发制
度，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理念。

全体干警要找准十九大精神与法院工作的结合
点和着力点，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
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
定的各项任务上来，深入推进新时代法院建设，不断
改进司法作风，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让
人民群众感受到真正的公平正义。

肥西县法院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长丰供电公司严守安全底线
星报讯 (李会来) 为贯彻落实省市公司相关要求，

全面提高外包施工安全，长丰县供电公司于11月13日完
成了为期一周的学习整顿，停产期间，公司多措并举，保
证施工安全，全面实现年度安全目标。长丰供电公司以
五个农网业主项目部为单位，由公司安全总监带队，组织
学习事故快报、外包工程管理相关制度、作业现场低级严
重违章“六必须，六不准”规定、登杆作业许可制等。

对承揽公司农网建设的17家外包施工单位进行资质
再审查，对施工项目部备案人员入场证逐一核对，严把作
业资格准入关。最后组织业主和施工项目部人员安规考
试。公司领导分片到供电所参加“安全日”活动。要求供
电所落实坐班制和派工制，加强安全工器具管理，严禁“干
私活”和“私自干活”。供电所员工要进一步加强安全意
识，提高安全技能，有效落实保证安全的各项组织和技术
措施，确保现场作业安全。

江淮环保世纪行：

亳州推行土地托管
秸秆焚烧几近绝迹

星报讯（星级记者 刘海泉） 近年来，
由于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谁来
种地”“谁能种好地”成现实问题。但今年
麦收大忙时节，蒙城县双涧镇周庙村的周
素珍并没有像往年那样召唤在外务工的家
人回家收麦。去年秋季之后，村里农机合
作社“一纸合同”把她家 11 亩小麦的“耕、
种、收”全承包了，一个人在家就能轻松把
地种好。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当地推行的
土地托管服务。

“我们全县共有 285 家农机合作社与
16个乡镇268个行政村签订了‘收、耕、种’
全程托管协议，午季签订托管土地协议
200.9万亩，托管土地占全县小麦应收面积
207.99万亩的96.6%，秋季实现全程托管全
覆盖。”据蒙城县农委主任韩健介绍，蒙城
县还建立了“干部包机械、机械包地块、人
地机有机结合”的工作机制，对农机作业全
程托管实行网格化管理，午季投入收获机
械 7300 余台、还田机械 6500 余台套、播种
机械 16600 余台套；秋季投入收获机械
4000 余台、还田机械 7300 余台套、播种机
械8500余台套。

值得一提的是，亳州市 2014 年全市出
现卫星监测火点 121 个，而今年截止到目
前，全市卫星监测火点数仅 2 个，秸秆焚烧
几近绝迹。

星报讯（方玉珠 刘娟 黄春荣 记者 沈娟娟） 他
们或爱岗敬业，或乐于助人，或孝老爱亲，在我们的
身边，有一些“草根榜样”，他们发挥着先锋模范作
用。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掌中安徽记者走进“好人”身边，他们表示，要用自己
的一己之力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做好事、做好人，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1988年出生的陶冬麒是合肥经开区锦绣社区执
法中队的一名队员，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连

流动摊点劝导撤离时腿部被钢筋刺伤了也不吭一
声，就在今年，他获评 2017 年“首届经开区好人”。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陶冬麒告诉
记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梦，他的“中国梦”是成
为一名优秀的城管。

家住合肥笔架山街道学林轩社区的赵腊宝是一
名退休党员，他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帮助困难居民，筹
办社区老年大学，为小区业主无偿服务，当选为2017
合肥市“社区好人”。

彭克彪父子仗义为陌生人守护巨款的事情在合
肥经开区临湖社区传为美谈，他也被评为2015年“合
肥好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是自己最期待的事，“除了经济上的富足，社会上
也要有更多的正能量，不断传递下去。”

这些好人要将“正能量”不断传递下去

桐城市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程万友淮南受审

星报讯（刘娅 记者 吴传贤） 11 月 14
日 8:50，由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的桐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程万
友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案在田家庵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初，桐城市人民
政府拟招商引进五星级大酒店建设项目。
程万友的老乡潘某鸣认为有利可图，欲承
建该项目，遂向分管招商工作的桐城市副
市长程万友表达想法，并希望程万友帮
忙。程万友答应帮忙，并在随后对潘某鸣
进行倾斜。据指控，被告人程万友在历任
安徽省桐城市副市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潘某鸣、
夏某国、刘某通等人所送的财物共计 240
余万元及金条、浪琴手表等，并为上述人员
谋取利益。

整个庭审过程在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
了全程直播，法庭将择期宣判。

星报讯（记者 郭琪） 11 月 14 日，全国“扫黄打
非”办公室信息处处长王松带领新华社、光明日报、
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 15 家中央媒体赴安徽集
中采访“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

当天上午的媒体见面会上，王松首先对安徽省
“扫黄打非”进基层的工作给予了肯定，称赞安徽的
“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开展情况在全国来说比较
好，部分示范点的工作成效非常突出。王松介绍，

“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开展已经有几年，“扫黄打
非”工作的重点、难点都在基层，想把工作做好，就得
把“扫黄打非”工作的触角向基层延伸，深入推进“扫
黄打非”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景点。

2016年1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会同中央宣
传部、中央综治办等十部门正式发文，在全国推进“扫
黄打非”进基层工作。自从该政策发布之后，各地“扫
黄打非”进基层工作开展得非常迅速。据统计，分布

在全国“扫黄打非”基层的点，每个省都是数以万计，并
且这些点在实际工作当中都取得了实际成效。

会上，安徽省“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李国兵对安徽省“扫黄打非”进基层的主要工作情况
进行了汇报。省委、省政府以上率下，认真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摆在十
分重要的位置，先后在基层建立了 18 个“扫黄打非”
工作联系点，省、市、县结合建设了近 80 个“扫黄打
非”宣传教育基地，落实“三个到位”、推进“三个融
入”、开展“三项宣传”，深入推进“扫黄打非”进基
层。在全国评选出 300 个“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
点，安徽省入选14个，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据悉，此次媒体团队是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组织媒体报道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媒体报道团。14
日～17 日 4 天时间，采访团队将分赴合肥市、肥西
县、滁州市、来安县、凤阳县等地进行采访。

中央新闻媒体来皖集中采访“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