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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年聚力创新，合肥高新跑出“加速度”

1991 年，作为安徽省改革开放以来首个成立的国
家级开发区，合肥高新区还是个只有 2.2 平方公里的
“小园区”。经过 27 年的奋力建设、聚力创新，合肥高
新区已“脱胎换骨”、成绩斐然。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产业高地——“中国声谷”，成
立已有五年。作为国内唯一专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
级产业基地，这里入驻了科大讯飞、华米科技等 350 家
企业。
“ 能听会写”的智能语音鼠标，可计算步数、测睡
眠质量的智能穿戴手环，巴掌大的智能语音翻译机，
国际领先水平的智能巡检工业机器人……走进“中国
声谷”展览馆，几乎每一样展品都让人脑洞大开。
目前，合肥高新区已经形成"421"(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光伏新能源、公共安全四大战新产业，
家电、汽车两大传统产业，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创
新型现代产业体系。
2017 年，高新区各项经济指标均保持两位数以上
增长，全区生产总值 666 亿元，增长 10.5%。工业总产
值达到 2044 亿元，成为全省第二个两千亿园区。合肥
高新区以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为抓手，想方设法优
化创新创业环境。目前，全区拥有各类科技企业孵化
器 ( 加 速 器) 等 65 家 ，建 成 众 创 空 间 38 家 ( 国 家 级 12
家)，孵化器 19 家(国家级 9 家)，加速器 8 家，各类孵化
场地面积超过 300 万平方米，在孵企业 3200 余家，成
为创新人才的“聚集地”和“摇篮”。
此外，高新区集聚了中科大高新园区和中科大先
研院、中科院创新院等重大协同创新平台，建有量子
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类脑智能国家工程实
验室等国家级研发平台，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保
驾护航。
今年 4 月 27 日，合肥高新区正式被科技部纳入
“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体系，标志着合肥高新区
进入全国创新发展大格局。
□ 记者 徐越蔷

100 多位孩子暑期上公益课堂
“最美志愿者”打着绷带和孩子分享绘本
星报讯（胡正球 王頔 葛佑平 记者 沈娟娟） 赵
笑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半年前一次交通事故导致她
的锁骨打了钢板，一直绑着绷带在家休养，当她知道
很多孩子放学后无人看管后，
她打着绷带加入了志愿
者的队伍，和孩子们分享绘本。记者了解到，由合肥
市蜀山经开区和乐言教育培训中心联合举办的绘本
阅读活动在仰桥社区拉开帷幕，四个社区的 100 多位
孩子都可以免费上公益课堂。
“以前我就是做幼儿工作，
受伤后特别想念孩子，
就算在家休养，
也经常会去帮忙。
”
赵笑笑半年前遇到
了一次交通事故，
左手一直打着绷带，
“从上个星期开
始，
我就在社区里当志愿者，
给孩子们分享绘本。
”

两家大型洗浴场所暗藏“猫腻”
合肥警方捣毁一卖淫团伙，近百人被控制
星报讯(合公新 记者 王玮伟) 合肥两所大型
洗浴场所暗藏猫腻，涉嫌从事卖淫活动。日前，合肥
警方出动 80 余名警力，对涉嫌组织卖淫的两处洗浴
场所展开突击行动，近百人被警方现场控制。经审
查，已刑事拘留 5 人，行政拘留 32 人。
近期，合肥警方在全市集中开展扫黄禁赌“百日
攻坚”专项行动，合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在工作中发
现，合肥东流路上一家名为某某温泉公馆的洗浴场
所隐藏有卖淫活动。据悉，该团伙机制健全，分工明
确。同时，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嫌疑人还在宿松路
开设了另一家名为某温泉公馆的大型浴场。两个浴
场的经营者相互交叉，主要管理层相互交织。7 月 3
日晚，合肥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现场指挥，组织 80
余名警力，同时对两处场所开展集中清查、抓捕行
动。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4 对金婚银婚夫妻组团拍婚纱照

星报讯（范万云 成雅婷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 文/
图） 今年 79 岁的王正芳已经与老伴结婚 55 年，是小
区里著名的“金婚夫妇”，当她第一次穿上洁白的婚
纱，她的脸上笑开了花。和她一样，合肥市 14 对金婚

和银婚夫妻组团拍起了婚纱照，大部分都是七旬老
人，结婚超过 50 年。
一大早，王正芳就和老伴来到合肥市蜀山区稻香
村街道合作化南路社区，开始化妆打扮，虽然已经 79
岁，但在化妆师的巧手之下，她好像年轻了 20 岁。
今年 74 岁的邱贵英和老伴张成义是 1964 年国庆
节结婚的，她在照相馆工作，帮很多新人修过结婚照
片，到了自己结婚的时候，只是和老伴去拍了一张简
单的生活照，
“那时候哪有什么婚纱照，就是那张 1 尺 2
的结婚照片，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因为职业的原因，邱贵英 40、50、60 岁的时候，总
会和老伴去拍上一张照片，记录下两个人在一起的点
点滴滴，在她看来，两个人踏踏实实在一起过日子比
婚纱照更实在。

中国·肥西首届荷花文化节 7 月 21 日三河开幕

十里荷香迎宾客，亭亭摇曳藏羞涩。中国·肥西首
届荷花文化节将于 7 月 21 日在三河国际荷花博览园
盛大开幕，分会场在山南镇、丰乐镇同时启动，数万亩
水乡荷花美景精彩纷呈，品尝荷花盛宴成为了游客来
此的一道“必玩”项目，届时各位游客能在现场感受肥
西县的“荷颜悦色”。
此次荷花节以“清溢大湖名城 莲香秀美肥西”为
主题，通过活动进一步挖掘肥西的农耕文化、水乡文
化、民俗文化，推动肥西乡村旅游发展，打造全域旅游
品牌。开幕式当天，有好玩的荷香集市特色商品展，
好吃的好玩的，边赏荷花边逛荷香集市，还有特色的
荷塘“乐”色专场演出。美美的荷花仙子秀、莲花童子

秀，当然你还可以穿着古装和荷花来个美美的合照。
赏荷采莲、钓虾钓鱼、荷田泛舟……分会场山南镇长庄
村将隆重推出色香味俱全的“荷花宴”；荷花宴上的每
道菜都以荷花花瓣装饰，荷叶打底，用料选自当季的
嫩藕、莲子、农家土鸡、新鲜鱼虾等食材，光看菜式就
胃口大开。分会场丰乐推出钓虾、摘莲子等体验活
动。活动现场，更有来自三河、丰乐、山南和阜南等四
地特色“荷”相关的商品集中展销。
此次荷花节由肥西县委、县政府主办，县委宣传
部、县旅游局、团县委、三河镇、丰乐镇、山南镇人民政
府具体承办。
□ 孙志勇

安徽合肥技师学院

原安徽轻工业技师学院

◆国家公办 ◆国家示范
◆国家重点 ◆国家基地

7 月 11 日，合肥市庐阳经济开发区永清社区联合
海棠小学组织开展以
“分享图书，
快乐成长”
为主题的
图书交流活动。□ 赵明 韩婷婷 记者 王玮伟 文/图

我校是国家中职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项目建设学校、国家级
重点技工院校、
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
国家高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省政府文件（皖政办【2014】17 号）规定
凡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
视同大学专科学历，可报考相应的公务员职位，并纳入我省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以及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范围。

五大特色专业 引领技工教育新潮流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培育从事工业机器
人设备安装、编程、调试的高技能人才。中国已跃
居世界机器人需求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合芜蚌创
新实验区已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制造的“硅谷”。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培育数控加工技术和数控
设备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国家明确指出《中国制
造 2025》要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聚焦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先进轨道
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十大重点领域。

招生热线：0551-69127225 63635289

幼儿教育：培育从事幼儿园日常保育、辅助性实施教育活动的高技能
人才。幼儿教育专业已成为年轻女性最青睐的专业之一，合肥各大幼儿
园急需大批训练有素的高素质技能型幼教专业人才。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
培育汽车制造、
装配、
维修、
保养、
营销等应用型方面
的人才。合肥市统计局发布的《合肥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
2017年末，
合肥私人轿车拥有量已达到102.09万辆，
由此可见，
未来中
国汽车总量将持续增长。市场急需大批汽车相关专业的高技能人才。
3D 打印技术专业：培养3D打印新技术下的航空航天、
设计、
智能制造、
智
能设备检修、
服务等融合多学科的综合高素质人才。掌握三维建模技术、
3D打
印的知识与技能，
具备增材制造技术应用能力。

24小时热线：13637073638

七大主体骨干专业迈向高端智能、
现代服务业新时代
会计、计算机动画制作、模具数控加工技术、计算机应
用与维修、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招生对象：
全国各地初中、高中（高中阶段）毕业生
郑重承诺：学院负责 100%推荐就业。
学院学生可享受国家资助免学费、助学金和地方资助免
学费政策
友情提示：所有学生均可到校直接办理报名手续

学院地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石门路518号

网址：www.aqgj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