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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下午，肥东县第六届中华经
典诵读展演活动在肥东县一中体育馆如期
举办，为现场观众送上了一场高潮迭起的
中华文化视听盛宴。

▋记者 赵汗青 黄洋洋 文/图

安徽首个12寸晶圆厂量产
昨日，我省首个12寸晶圆代工的企业、

合肥市首个百亿级的集成电路项目——合
肥晶合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正式量产，据悉，
合肥晶合总投资 128.1 亿元人民币，7 月中
旬第一批晶圆正式下线，到今年年底可实
现每月 3000 片的产能。合肥晶合也有望
成为全球最大的专注于面板驱动芯片的制
造商。 ▋倪奇 张婷 记者 沈娟娟

淮南市法治文化公园正式投入使用
近日，淮南市投资400余万元、依据4A

级景区——龙湖公园，着力打造的集风景、
娱乐、普法于一体的淮南市法治文化公园正
式投入使用，进一步丰富了法治文化载体、扩
大了法治文化阵地。

▋孟鹏程 何婷婷 记者 吴传贤

西平门社区组织公益宣讲进社区
近日，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道西平

门社区工作站在社区新活动室开展了一
场老年健康公益宣讲活动。此次以“关爱
老年人日常生活不忽视”为主题的服务老
年人活动，旨在让老年人认识到健康的重
要性。 ▋张玫 胡静静

12月4日，长丰县供电公司为履行社会
责任，提高广大用电客户法律意识，组织公
司共产党员服务队积极参加由县政府及普
法办举办的法制宣传日活动。

▋王申沛东 马腾飞 文/图

池州工商质监局加强食品监管工作
年关将至，为保证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

全，扎实推进池州市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
的监管工作，杜绝较大食品相关产品安全问
题发生，近日，池州市工商质监局在全市开
展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的专项执法检查
活动。 ▋孟智超

巢湖市水资源综合规划出台
近日，《巢湖市水资源综合规划》审议通

过。确定了至 2020 年和 2030 年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战略目标、总体思路、开发利用
与节约保护的控制性指标。 ▋沈佐好

栏杆镇开展宪法宣传日活动
12 月 4 日，巢湖市市场监管局栏杆监

管所配合栏杆集镇政府、司法所开展了
“12·4”国家宪法日暨法制宣传日活动。活
动现场，该所工作人员向群众详细介绍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谢洁

“歌者之家”给特殊群体带去温暖
12月3日，合肥市庐阳区残联在海棠街

道昆仑花园小区举行助残文艺演出活动，演
出的人员是一群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声乐爱
好者，他们都是“歌者之家”艺术团成员。“歌
者之家”艺术总监为男高音歌唱家邵强，15
年前，邵强因中风导致偏瘫，通过自身的顽
强拼搏，又重新走上声乐舞台。 ▋王明红

槐林中学获全国“零犯罪学校”称号
日前，巢湖市槐林中学在第三届“关

爱明天、普法先行”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
活动中，被评为“零犯罪学校”。安徽省示
范高中槐林中学校长汤永胜说，“零犯罪
学校”是学校近年来获得的级别最高的一
项荣誉。 ▋宋芹 班业会

糖甘带贫困户脱贫
淮南市凤台县政协委员，顾桥镇寺西

村农民技术员童景国，利用群众二轮承包
土地、共承包 30 亩土地。引进专门能熬
制 红 糖 的 糖 性 甘 蔗 栽 种 进 30 亩 承 包 地
里，通过科学管理，目前已种植成功。近
30 亩糖性甘蔗总 39 万市斤，亩产 1.3 万市
斤。童景国自己不仅致了富，而且 10 余
户贫困家庭因在他承包地干活，也脱掉了
贫困的帽子。

▋王玉进 记者 吴传贤

男子骗领银行卡贷款买手机被判刑
近日，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法院以犯妨

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年，并
处罚金2万元。曾因盗窃“二进宫”的杨某，
冒充失主捡得他人身份证 3 张，并用这 3 张
身份证到银行办理了3张银行卡，后用其中
的 2 张银行卡到手机店办理分期贷款 7288
元购得 iPhone7 手机 2 部。后手机店报警，
杨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许甜甜

雨山区检察院预防项目再创精品
近日，安徽省检察院公布了全省检察机

关“精品预防项目”评选结果，马鞍山市雨山
区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微电影《笼中鸟》被评为
音频视频类“精品预防项目”。 ▋王保运

马鞍山法官集体向宪法宣誓
12 月 4 日，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迎

来了第四个国家宪法日暨法院公众开放
日。该院 40 名法官在党组书记、院长杨良
胜的带领下，面向国旗庄严承诺。100 多
名代表共同见证了法官宪法宣誓这一神圣
仪式。 ▋陈曼 张发平

保卫蓝天 宣州公路分局在行动
12 月 5 日，宣州公路分局在做好道路

日常清扫保洁的基础上，结合管辖线路具
体车流量情况，制定安排合理洒水路线，实
施错峰作业。定时定点安排洒水车进行洒
水降尘。 ▋雷燕 记者 曹开发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安
徽记者获悉，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庐阳
区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7—2020 年）的通知正式
下发。根据通知，到2020年，庐阳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力争
达到98%以上，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在园幼儿总数的
比例达到85%，新建公办幼儿园26所，公办园在园幼儿比例
占50%。 ▋张婷 记者 沈娟娟

新增二孩集中地域加快建幼儿园
记者获悉，充分考虑二孩政策实施、老城区改造和人口流动

等因素，合肥市庐阳区将加快二孩政策新增人口集中地域幼儿
园建设，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2017 到 2020 年，建设 26 个学
前教育幼儿园，增加班级 279 个，新增学位 7741 个。”相关负责
人透露，将进一步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不断加大财政投入，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提高公办园在园幼儿比例，积极发展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努力提高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面和
公共服务水平。

同时，该区将对现有幼儿园进行改建扩容，抓住旧城改造的
机会补建幼儿园，通过调剂街镇、社区及事业单位闲置公用房和
闲置校舍改建幼儿园。

150名儿童至少配一名卫生保健员
根据通知，合肥市庐阳区将补足配齐幼儿园专任教师和卫生

保健人员。记者了解到，该区将通过公开招聘、内部调配、政府购
买服务等方式，逐步补足配齐幼儿园专任教师，”按照招收150名
儿童，至少设一名专职卫生保健人员的比例配备卫生保健员。招
收150名以下儿童的，应当配专职或兼职的卫生保健人员。”

另外，针对公办幼儿园非在编教师工资待遇偏低的问题，未
来将逐步实现同工同酬，并引导和监督民办幼儿园依法配足配
齐教职工并保障其工资待遇，同时将幼儿园教职工依法全员纳
入社保体系。

禁止幼儿园提前教授小学内容
合肥市庐阳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将依托红玺台幼儿园、

万科森林城第二幼儿园等，按照“与国际接轨，扩展国际视野”的
理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知晓国际规则、擅长国际交往的未来
人才。“禁止使用幼儿教材，坚持小学一年级‘零起点’教学，禁止
幼儿园提前教授小学内容，防止和纠正‘小学化’倾向。”上述负
责人说，禁止小学举行任何形式的入学测试。

3岁前儿童每年6次免费早教
记者获悉，将积极探索开展庐阳区户籍0-3岁婴幼儿每年

6次免费公益早教服务，构建“一网、十站、百点、千家”格局。其
中，庐阳区0-3岁婴幼儿家庭享受免费公益早教，形成卫生、计
生、街道、妇联等多方协作的“庐阳早教”新格局，鼓励其他有条
件的幼儿园面向家长和社区开展公益性0-3岁早期教育指导。

“探索试行周托班办园。”上述负责人介绍，计划利用安庆路幼儿
园新举办的万科城市公馆幼儿园作为周托制幼儿园试点园，从
园舍、环境、食堂、卧室等方面，营造温馨和谐环境，提供一体化
服务，打造家庭般的幼儿园。

合肥市庐阳区将新建26所公办园
新增二孩集中地域加快建幼儿园

短新闻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
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从合肥市获悉，自12月5日至
12 月 20 日，基于充分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提高政府工作透
明度和群众满意度，合肥市向社会公开征集2018年为民办实
事建议。

据悉，此次征集内容包括：群众基本生活如就业创业、社
会保障、食品安全、住房保障、社会治安等；社会公共服务方
面如政务服务、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养老健康、体育事业、停
车场建设等；城市建设管理如市政设施建设、市容环境治理、
交通出行、园林绿化、水环境治理、大气污染防治、老旧小区
整治等。

记者了解到，社会公众可采用网络、书信、电话等方式参
与征集活动，所提事项数量不限，每件事项要有200字以内的
简短文字表述。市民可登录中国合肥门户网（http://www.
hefei.gov.cn/）及其他相关网络的“公开征集 2018 年市政府
为民办实事建议”专题，按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并提交。

同时，还可以书面来信按《2018年合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
建议表》填写后，请寄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东流路100号市政务
中心3区C段207室合肥日报办公室，邮编为230071，并在信封
上注明“实事征集”字样。另外可以直接致电市长热线12345。

想让政府干啥？快提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