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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青年年龄范围划定为 14~35 岁
日前，省政府出台《安徽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8—2025 年）》。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全省青年
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广大青年思想政
治素养和全面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 记者 祝亮

我省青年年龄范围划定为 14~35 岁
该规划所指的青年，年龄范围是 14~35 周岁。
据了解，我省青年工作还面临不少压力与挑战。
主要是：青年思想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待增
强，让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引领青年健
康成长原动力的任务尤为紧迫；青年体质健康和心理
健康水平需进一步提高；青年社会教育和实践教育需
要加强，教育质量仍需提高；青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比较突出，扩大就业的压力仍较大；鼓励青年创新创
业的政策和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青年创新创业的实
践能力有待加强；健康科学的婚恋观需要大力倡导，
青年在婚恋、社会保障等方面需要获得更多关心和帮
助；统筹协调青年发展工作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
各方面共同推进青年发展的合力有待进一步形成。

半数以上青年将可享受高等教育
我省在教育领域发展目标：青年受教育权利得到
更好保障，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教育
公平程度明显提升。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3.5 年以上，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0%以上。我省将
积极争取重点高校优质生源计划，
争取中西部招生协作
计划，鼓励支持省外本科院校扩大在皖招生规模。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
免除学杂费，率先对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

除普通高中学杂费。完善对贫困家庭学生、进城务工
青年、少数民族青年和残疾青年等特殊青年群体帮扶
救助机制，进一步健全教育资助体系，实现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全覆盖。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

和本地征集建库的方式，建立健全网络婚恋交友市场
经营主体信息数据库，实现全社会的信息互通、查询
验证，严厉打击婚托、婚骗等违法婚介行为。开展婚
恋交友系列服务、婚姻家庭问题的咨询服务和婚姻家
庭知识进基层活动。

体质健康测试情况将列入学生档案

力争每人具备 1 项以上体育运动爱好

我省将持续提升青年营养健康水平和体质健康
水平，青年体质达标率不低于 90%。
小学将体质健康测试情况列入学生成长记录或
素质报告书，初中以上学校列入学生档案，作为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和学业水平考试的重要指标和内容。
将体质健康测试情况作为高等学校学生评优评先、毕
业考核的重要依据。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学生体质健康
状况作为评价学校教育质量和地方教育发展水平的重
要指标。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完善省内体育与健康课
程标准，发挥学校体育考核评价体系的导向作用，保证
体育课时和课外锻炼时间得到落实。组织青年广泛参
与全民健身运动，培养体育运动爱好，提升身体素质，
掌握运动技能，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在城乡社区建
设更多适应青年特点的体育设施和场所，配备适量的
体育器材，方便青年就近就便开展健身运动。

我省将实施青年体质健康提升工程。开展阳光
体育系列活动和大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
场”主题课外体育锻炼活动，使坚持体育锻炼成为青
年的生活方式和时尚。
培养青年体育运动爱好，力争使每个青年具备 1
项以上体育运动爱好，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完善青
年体质健康监测体系，实现定期抽样监测和公开发布
监测结果，倡导青年形成良好的饮食、用眼和睡眠习
惯，控制肥胖、近视、龋齿等常见病的发生率。

打造一批诚信度较高的青年交友信息平台
我省将支持开展健康的青年交友交流活动，重点
做好大龄未婚青年等群体的婚姻服务工作。协调完
善婚恋交友市场服务标准，规范已有的社会化青年交
友信息平台，打造一批诚信度较高的青年交友信息平
台。依法整顿婚介服务市场，采取搜索监测数据建库

推进
“阳光跟帖”
引导青年争当好网民
我省将实施青年网络文明发展工程，推进“阳光
跟帖”行动，引导广大青年依法上网、文明上网、理性
上网，争当“中国好网民”。发展壮大青年网络文明志
愿者队伍，有针对性地发出青年“好声音”。鼓励支持
互联网企业、社会组织、文化机构制作推广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青年喜爱的网络文化产品。加大
对青年门户网站、青年公益组织网站以及“两微一端”
平台的建设扶持力度；加大对青少年新媒体领域社会
组织的引导和支持力度，举办网络安全、网络技能、网
络文化产品等方面竞赛，发掘、吸引、培养各方面的青
年网络人才。

孩子突然饭量大增、经常口渴……
当心是糖尿病“作祟”
星报讯（梁维霞 记者 马冰璐） 据安徽省儿
童医院统计，每年因糖尿病住院患儿超百例，门
诊患儿更是近 500 例……昨日，在世界糖尿病日
来临前夕，安徽省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专家提
醒，
“ 小糖人”正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家长要让
孩子少吃零食和甜食，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
“一
旦孩子出现饭量大增、经常口渴、频繁小便等症
状，应及时就医。”
最近，一项面向合肥市玉兰新村幼儿园等多
所幼儿园 3~5 岁儿童的营养监测显示，6%的小朋
友面临肥胖困扰，而这些孩子都偏爱高糖饮食。
对此，安徽省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舒
中宇表示，值得注意的是，高糖饮食习惯不仅会

合肥17人“涉黑”团伙受审
被指控十余项罪名
星报讯（ 正言 记者 王玮伟） 11 月 8
日，合肥中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王某等
17 人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该案
是今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以来，
合肥中院审理的第一起涉嫌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案件。
据公诉机关指控，自 2013 年以来，以
被告人王某为首的犯罪集团以暴力、威胁
等手段，
有组织地在庐江县、
肥西县、
合肥市
等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严重破坏当地社会
秩序，
并伤害致死一人。该犯罪集团被指控
触犯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
意伤害罪、
非法拘禁罪、
开设赌场罪、
寻衅滋
事罪、
敲诈勒索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十余
项罪名，涉及犯罪事实二十余起。
由于案情重大复杂，
庭审将持续两天。

引发肥胖，还会诱发糖尿病。据安徽省儿童医院
统计，每年因糖尿病在该院住院治疗的患儿超百
例，门诊患儿更是近 500 例，最近几年，
“ 小糖人”
还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据舒中宇介绍，
“ 小糖人”中，Ⅰ型糖尿病和
Ⅱ型糖尿病患儿都有，近年来，儿童Ⅱ型糖尿病
的患病率陡升，很多肥胖儿童成了Ⅱ型糖尿病的
高危甚至患病人群，与Ⅰ型糖尿病相比，Ⅱ型糖
尿病是可以提早预防的。舒中宇提醒，家长要让
孩子少吃零食和甜食，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如
果孩子一段时期内出现饭量大增、经常口渴、频
繁小便和贫乏无力等症状，要及时带孩子到医院
就医检查。

凤台交警6小时破交通肇事逃逸案
星报讯（张震 岳敬平 记者 吴传贤）11 月 3 日 6 时
许，淮南市公安局凤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事故中队值
班民警接县局指挥中心指令：在凤台县城关镇大转盘
东边路段发生一起轿车撞电动车的事故，轿车逃逸。
事故中队值班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勘查。现场除了道路
中心躺着一个人已经现场死亡，以及电动车被撞击散
落路面的碎片，再无其他有价值的线索。细心的民警
发现路边有一个被撞掉的东风日产牌轿车的后视镜。
7 时许，
办案民警通过科技手段发现一辆东风日产牌
轿车有重大嫌疑。随后，
民警确定了皖 DZ3232 东风日产
牌轿车为此起事故的肇事逃逸嫌疑车辆。办案民警紧盯不
放，
寻觅追踪嫌疑车辆，
发现已逃往亳州市境内，
线索消失。
12 时许，
办案民警发现嫌疑车辆进入凤台境内，
随即
指令辖区三中队民警前往堵截。经过近半个小时的追查，
终于发现了肇事嫌疑车辆。肇事驾驶人王某迫于压力于
11 月4日到大队事故中队投案，
并对肇事逃逸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1 月 8 日，和县第十一届蔬菜博览会暨第五届
农业嘉年华启动。在和县台湾农民创业园举办的
“三新”技术成果展示上，该县墙体栽培技术让人惊
艳。据工作人员介绍，这种“蔬菜墙”理论上称为立
体种植杯种植墙，墙体可以叠加转换，构成蔬菜或
植物迷宫墙，休闲观光，且具有科普教育意义。和
县素有“南和县，北寿光”之称。2017 年，和县蔬菜
种植面积达 44 万亩，年产各类安全优质蔬菜 112 万
吨，产值 23 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 50%，种植业
总产值的 72%，全县蔬菜从业人员人均种菜纯收入
达 3 万元左右。
□ 张发平 文/图

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原党委书记马苏安接受审查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记者从省纪委获悉，铜
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马苏安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马苏安，男，汉族，1959 年 1 月出生，籍贯江苏邳州，
大学本科学历。1976 年 2 月参加工作，1985 年 6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11 月任铜
陵市发展投资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13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 月任铜化集团党委书记、发投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任铜
化集团党委书记，2017 年 12 月至今任铜陵化学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督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