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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皖药”产业示范基地授牌
星报讯（石跃新 记者 王玮伟） 日前，安徽省药
监局向社会公布“十大皖药”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发展
情况，授予安徽林兰药业有限公司等 15 家建设单位
“十大皖药”产业示范基地铭牌。
为大力推进“十大皖药”产业示范基地创建工
作，提高中药材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能力，加快中药材
从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打造道地安徽药材品
牌。2018 年度，根据中药材道地性、历史性、前景性
以及品牌战略因素，安徽省推进“十大皖药”产业示
范基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新遴选出霍山石斛、滁菊、
黄精、丹皮、亳白芍、灵芝、黄山贡菊等 11 家产业示
范基地共 15 家建设单位。
这 15 家单位分别为安徽林兰药业有限公司（霍山
石斛）、安徽皖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霍山石斛）、金寨
县金泽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霍山石斛）、安徽霍山县

白马尖米斛有限公司（霍山石斛）、安徽菊泰滁菊草本
科技有限公司（滁菊）、安徽科技学院（滁菊）、金寨森
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黄精）、安徽皖西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黄精）、铜陵禾田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
（丹皮）、亳州市京皖中药饮片厂（丹皮）、安徽省青阳
县九华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丹皮）、安徽井泉中药股
份有限公司（亳白芍）、旌德县黄山亳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灵芝）、安徽格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黄山贡
菊）、
北京同仁堂安徽中药材有限公司（丹皮）。
省药监局介绍，通过推进“十大皖药”产业示范
基地建设，推动了安徽省中药材种植规范化、规模化
和品牌化建设，整合了安徽省优势中药资源，推进了
中药产业技术创新，做大了安徽省中药产业。另外，
推进“十大皖药”产业示范基地建设，还带动了农民
增收，推动了产业精准扶贫。

中国科大附一院（南区）肝胆外科
正式开诊运行

黄山市已摧毁 57 个涉恶犯罪团伙
人；
省公安厅、
省检察院联合挂牌督办的黄山区
“4·26”
涉
嫌组织卖淫案11人已移送审查起诉。慑于专项斗争强
大声势，
全市已有28名涉恶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

深化
“破网打伞”
，
坚决铲除滋生土壤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周海生、俞志富等
人通过开设赌场实施诈骗犯罪活动，时任乌石镇地
里溪村村委会主任的汤永华在明知周海生等人开设
赌场实施违法犯罪的情况下，为其提供赌博场所，积
极邀集蒋志强等人参与其中。汤永华作为党员干部
和村委会主任，对周海生等人违法犯罪行为不但不
及时报告制止，反而积极参与其中为其提供庇护，充
当“保护伞”，并参与抽头分成 0.3 万余元。2018 年 3
月，汤永华因涉嫌赌博被刑事拘留。2018 年 7 月，黄
山区纪委给予汤永华开除党籍处分。

黄山市连续四次获得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
市”
荣誉称号，
两次捧得综治
“长安杯”
。今年以来，
该市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有效遏制黑恶势力的滋
生蔓延，
有力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上半年群众
安全感指数达98.4%，
继续保持全省前列。 记者 徐越蔷

有 28 名涉恶犯罪嫌疑人自首
据介绍，黄山市坚持露头就打、打早打小，对黑恶
势力形成持续高压态势，截至 10 月 25 日，全市公安机
关共立涉恶九类案件 202 起，较去年同期 118 起上升
71.19%；破涉恶九类案件 146 起，较去年同期 94 起增
长 55.32%；抓获犯罪嫌疑人 578 人，较去年同期 411
人增长 40.63%；
摧毁涉恶犯罪集团、
团伙 57 个。
结合黄山实际，
在全市部署开展
“护航茶季百日行
动”
“秋季攻势”
，
采取挂牌督办、
提级管辖等方式，
集中
力量查办一批重点案件，
先后挂牌督办休宁县
“12·09”
专案、
屯溪区系列
“套路贷”
案件，
“12·09”
专案2个恶势
力犯罪集团41人已经终审判决，
1个恶势力犯罪集团25
人已提起公诉，
屯溪区
“套路贷”
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8

严厉打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
黄山市聚焦巩固党的基层政权目标，围绕整顿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严格规范村“两委”换届选举等重
点任务，
认真抓好落实，
为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提供
了坚强组织保证。对全市 691 个村和 54 个社区进行全
覆盖摸排，
确定软弱涣散村和社区 40 个（村 38 个、
社区
2 个），实行“一村（社区）一策”集中整顿，特别是对“村
霸”等问题进行全方位摸排，目前整顿工作已全部完
成。打击处理涉恶村干部和
“村霸”
5 人（黄山公安分局
打击处理涉恶村干部4人，
歙县打击处理“村霸”
1人）。

□ 地市传真
酒驾遇查 倒车逃跑酿事故
近日，马鞍山一名驾驶人酒后驾车遇到交警查车。为
了逃避处罚，他急忙倒车，不料撞上后面一辆出租车，最后
被马鞍山交警楚江大队民警交警当场查获。当晚，驾驶人
叶某和朋友在一起吃饭，席间喝了半斤白酒。酒足饭饱后，
他抱着侥幸心理驾车回家，不料发现前方有交警在查车，心
里发虚想跑，怎奈旁边是绿化带，一慌张就选择了倒车，撞
上后面一辆出租车，致使两车都受损。经查，叶某涉嫌酒后
驾驶机动车，将面临重罚。
□胡志斌 张发平

当晚 21 时 41 分，犯罪嫌疑人许某被警方抓获。
当晚 21 时 16 分，许某酒后驾驶一辆小型轿车驶出小
区停车位时与另一辆轿车发生刮擦，许某未做停留继续驾
车由东营路右转进入青莲路，与徐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发
生碰撞后逃逸。随后，许某驾驶车辆进入振兴路时，冲入右
侧非机动车道与张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发生碰撞后再次逃
逸。当肇事车辆由振兴路右转进入黄池路时，因左前轮胎
爆胎导致方向失控，与停放在路边的一辆吉普车发生碰撞
后，许某弃车逃逸。该事故共造成两辆轿车和两辆电动车
受损，另有两人受伤，无生命危险。经司法鉴定，许某血液

小小“光 e 宝”扶贫效果好

样本的酒精含量为 213.5mg/100ml。目前，徐某因涉嫌危
□肖而男

近日，国网安徽电力（潘集三轮车）党员服务队的队
员们来到淮南市潘集区夹沟镇华李村，主动上门对该村贫
困户进行“光 e 宝”的培训，帮助他们解决难题。
“ 贫困户可
以通过下载‘电 e 宝’APP，使用‘光 e 宝’模块进行线上签
约和绑定光伏发电户号，利用电量监控查询近十天电量。
这样电站跳闸后，贫困户就可以及时发现，避免更大的损
失。”潘集三轮车党员服务队队员介绍，
“ 光 e 宝”还能查询
到每月的发电量和电费明细，方便贫困户及时了解发电效
率和收益。
□王银 曹伟 记者 吴传贤

害公共安全罪被当涂警方刑事拘留。

酒后驾车 一路肇事逃逸被刑拘

好地开展扶贫工作、服务贫困村用户，也是为了更好配合驻

11 月 26 日，当涂县城区发生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党员服务队社区工作站落户林场村
近日，国网安徽电力（淮南五色）共产党员服务队潘集
分队在夹沟镇林场村举行社区工作站揭牌仪式。国网安徽
淮南潘集供电公司总经理陈洪、夹沟镇林场村支部书记陶
福忠、驻村扶贫工作队代表和党员服务队代表参加了揭牌
仪式。揭牌仪式上，潘集公司党员服务队介绍，林场村作为
市公司定点扶贫帮扶村，除了农业帮扶外，光伏扶贫也是供
电公司扶贫队开展的重点工作，在该村设站点既是为了更
村干部开展扶贫工作。

昨日，
在合肥市第六十七中学，
稻香村街道团
工委组织26 名孩子当起了小小志愿者，
清扫校园
附近的落叶，看到大把的落叶，他们发挥自己的
聪明才智，将一片片即将枯萎的落叶剪裁拼接成
生动的树叶画。 □张力波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

□王银 记者 吴传贤

星报讯（李军军 记者 马冰璐）12 月 4 日，
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南区肝胆外科
正式宣告开诊运行。
据了解，南区肝胆外科以“专科有特色、专
家有特长”为科室发展方向，以肝胆外科疾病为
主要治疗、研究方向，是安徽省具备开展肝胆外
科所有治疗手段的科室之一。科室常规开展微
创腹腔镜及开放手术下的经典左、右半肝切除
手术、肝尾状叶切除、肝段切除、ALPPS、射频
消融及微波治疗小肝癌等技术，以及腹腔镜联
合胆道镜治疗胆总管结石、低位胆道肿瘤等复
杂胆道系统疾病。

15 人（组）入选 10 月份
“安徽好人”榜单
星报讯
（何茹 记者 于彩丽） 记者从省文明
办获悉，日前，经专家委员和公众代表推荐评议，
张雪松等15人（组）入选
“安徽好人”
，
他们中有：
抓捕逃犯时遇袭不幸牺牲、生命最后一刻仍
紧紧抱住嫌犯不松手的合肥市公安局视频侦查
支队一大队民警张雪松；街头急救心脏骤停男
子、生死营救彰显青春担当的淮南籍江苏护理职
业学院检验 2 班的大二学生韩宝鑫；请战扶贫一
线身患疾病仍不退缩、
言传身教带动女儿助力脱
贫攻坚的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教
师徐冬梅；8 年献血 2 万余毫升、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助陌生人重燃生命希望的淮北市濉溪县
刘桥镇退役军人陈梦龙；艰苦打拼 24 载为病父
还债 40 余万元、信义坚守传承中华美德的阜阳
市颍上县西三十铺镇新庄村村民贺业村；数次往
返火海为邻居救出 20 余头肉牛、身上多处烧伤
却悄然离开的蚌埠市五河县临北回族村前坂村
村民张兴山；长期捐款帮扶困难群体、自筹资金
30 万为乡邻义务修路的宿州市萧县大屯镇张楼
村村民张庆麦；搭建流动戏班服务农民群众、公
益创办培训班推进戏曲传承的芜湖市芜湖县湾
沚镇黄梅戏演员曹帮萍；旅行途中勇救落水一家
三口、负伤后默默离开的铜陵市义安区顺安镇城
山村退役军人陈克庆；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无
私大爱为生命接力的六安市金安区先生店乡 90
后小伙王亚军；危急时刻潜入深水救起溺水儿
童、紧急施救挽回女童生命的安庆市望江县中医
院急诊科救护车司机朱益奎；同签器官遗体捐献
书、不忘初心感恩回报社会的亳州市蒙城县篱笆
镇刘庙村刘峰、李淑兰夫妇；真情养育继女 17
载、倾其所有帮助丈夫 3 个弟弟成家立业的合肥
市肥东县梁园镇护城社区村民吴贞芹；纵身一跳
勇救投江女子、善行义举传播正能量的上海擎天
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屯溪项目部保安钮维军、
唐加风；
义务照顾病患女孩多年、
无怨无悔不求回报的池州
市青阳县陵阳镇上章村村民李清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