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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原则上实行“一县一区”
根据新政，开发区的设立应当遵循合理布局、总量控

制的原则，符合全省总体发展规划要求，具备国家和省规

定的基本条件。县（市、区）原则上实行“一县一区”。 省级

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设立，由设区市政府

向省政府提出申请，由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按职能分工

会同相关厅局提出审核意见报省政府审批。 省级开发区升

级为国家级开发区，由设区市政府向省政府提出申请，省商

务厅、省科技厅按职能分工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等相关厅局

提出审核意见报省政府，由省政府报国务院审批。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按国家规定的相关程序申报设立。

原则上不再新设纳入开发区管理的特别政策区。

开发区主导产业5年不得变更
开发区需要扩大规划面积或者调整区位的，由所在设

区市政府向省政府提出申请。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按

职能分工会同有关单位提出审核意见报省政府审批。申

请扩区的省级开发区工业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200万元/

亩、亩均税收不少于15万元/年，并符合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评价要求。需调区、移区的开发区应在不突破国家和省核

定面积的前提下优化四至边界，不可借此变相扩区。

省级开发区主导产业变更必须由设区市政府向省政

府提出申请，同时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报告书

等。主导产业变更以不突破当地环境容量，不增加污染物

排放量为前提。已变更主导产业的开发区，原则上5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变更。

开发区名称未经批准不得调整和变更。确需调整和

变更的，由设区市政府向省政府提出申请。

长期圈地、低效发展的开发区或被“摘牌”
对入驻开发区的企业，严把投资强度、产出效益、环境

保护、安全生产等关口，严格执行国家产业相关政策，禁止

淘汰落后类的产业进入开发区。

为引导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我省将完善开发区考核评

价体系，建立动态评估标准，从发展实效、创新驱动、开放

水平、集聚能力、生态环保和营商环境等方面综合评估发

展成效。完善开发区考核奖励制度，加大项目、资金、土地

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聚集先进生产要素，促进转型升

级，带动区域乃至全省高质量发展。

对综合考核评价中处于后 5 位的开发区，由设区市

政府向省政府报送整改方案；连续 3 年考核处于后 5 位

的开发区，省政府将约谈所在设区市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和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对长期圈占土地、低效发

展、环境保护出现重大问题的开发区，予以警告、通报

并要求限期整改，整改不力的开发区予以核减面积或

降级、撤销。

我省新增一家医院
开展无痛分娩技术

星报讯（郑慧 记者 马冰璐）昨日，记者获

悉，为改善孕产妇分娩体验，3月11日起，安医大

二附院正式开展无痛分娩技术。孕妇在该院生

产时提出申请，经检查身体相关状况符合条件，

即可享受无痛分娩服务。

安医大二附院产科主任医师张妤表示，孕妇

提出无痛分娩后，首先要由产科医师评估孕妇状况，

符合顺产条件；其次，麻醉科医师评估没有禁忌，包

括凝血功能障碍，穿刺部位感染，神经疾病，颅内

高压等。由于无痛分

娩使用的麻醉药物浓

度远低于剖宫产打硬

膜外麻醉药物的浓

度，其量微乎其微，

对肚子里的宝宝几乎

没有不良影响。无痛

分娩后乳汁中几乎测

不出麻醉药物，不影

响母乳喂养。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 2019 年 3 月 23

日下午 14:30 时，在本公司会议室举行拍
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酒具一批，整体拍卖。
参考价68000元。

二、咨询、展示、登记时间：自公告之日
起至拍卖会前一日（下午17时止）。

三、联系方式：电话、传真：
0551-65665890 18158955951

公司地址：合肥市庐阳区阜阳北路
436号骏豪华庭商业综合体1幢1006室。

四、注意事项：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
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在拍
卖会前一日 17 时前交纳 2000 元保证金，
若竞买不成功，保证金不计息全额退还。

安徽省安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3月15日

电视剧《黄土高天》
明起登陆安徽荧屏

星报讯（记者 吴笑文）由陕文投集团、安徽

广电集团五星东方公司等十余家国内一流影视

文化企业联合摄制出品的，以“三农”视角为切入

点的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剧《黄土高天》（原名

《一号文件》），将于 3 月 16 日登陆安徽卫视，并

在黄金档播出。

该剧聚焦“一号文件”、一个家庭、一个村庄，

用细腻的笔触绘就农村改革画卷。由阚卫平执

导，董勇、马少骅、王海燕等领衔主演，巧妙地将

陕西与安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通过讲述农村改

革从安徽小岗“出发”，辐射影响北方贫困乡村致

富奔小康的故事，塑造了村支书秦学安等农村干

部形象，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日新月异

的变化。本片以独特的创作视角和鲜明的艺术

风格将包产到户和小岗村的风貌还原再现，其中

更将安徽的传统艺术黄梅戏、凤阳花鼓精彩呈

现，展现了“皖美乡村”真实而美好的生活图景，

再现了改革开放中的农村变迁、社会进步和人心

所向，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叙事特点。

据悉，电视剧《黄土高天》入选国家广电总局

2018~2022百部重点电视剧选题规划。该剧去年

在央视一套播出后反响热烈，人民日报、央视《新闻

联播》、光明日报等上百家主流媒体均对该剧给予

了高度评价，被誉为“既是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的

扛鼎之作，更是一部不负天下不负农的良心之作”。

星报讯（合交宣 记者 赵汗青）昨日，记者从合肥市交

警支队了解到，自3月1日正式实施交通违法行为有奖举报

以来，注册认证用户已达 8130 人，收到各类举报信息共计

24296 条，其中违停 21962 条，占比 90.39%。目前已审核通

过6440条，其中违停6375条，占比98.99%，第一批23230元

红包正在发放。3 月 2 日上午 11 时 07 分，审核通过群众有

奖举报第一个的违法行为是机动车随意变道。

截止到3月13日晚，共计有效注册活跃用户8451人，访

问人次 20.07 万次，接收各类举报信息 24312 条，其中 22 条

重点路段违法停车信息22138条，占总量91.06%；已审核通

过举报信息5856条，其中违停5793条，占总量98.92%；目前

正按程序发放第一批2.323万元红包。合肥市交警支队秩序

科李宇告诉记者，除了违停较多，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上行驶

的行为也比较多。号牌没有拍全，拍摄信息没有参照物，运

动要能显示位移，没有准确拍到压实线的过程。行车记录仪

只有几十条，但有效的只有数条。

此外，合肥市内徽州大道、芜湖路、寿春路、南一环、

黄山路、金寨路等路段违停被举报的较多。

据悉，下一步，合肥交警支队将结合合肥市交通管理实

际，适时优化调整有奖举报工作，进一步规范停车等静态交

通秩序管理，加大机动车随意变道加塞、掉头、占用非机动车

道行驶、开车使用手机等对道路通行影响较大的交通违法行

为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涉牌涉证、“三大车”闯红灯、逆行等严

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安徽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十佳

社区”“全省‘五四’红旗团支

部”“全市五好关工委”“市级科

普示范社区”……一连串的荣

誉的背后，是龙池社区真情换

取真情，爱心传递爱心。龙池

社区积极打造“党委+党员+社工+社会组织+志愿者团

队”志愿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枢纽型社区组织机构，引入专

业社工组织和优秀志愿服务团队，有效整合利用各类资

源，把专业志愿服务理念送入普通群众家中，让学雷锋志

愿服务成为参与社区自治的重要社会力量。社区11236

人中，注册志愿者785人，专业特长志愿者1198人。

为了壮大志愿服务队伍，社区先后创建了爱心学

堂、国粹堂、汉学堂。8 年来，累计有 1000 余名志愿者

参与，先后举办各类活动 200 余场，受惠城市居民及

其子女 8000 余人；除了社区成立的“六色花”志愿者

服务队、夕阳红文明出行服务队外，社区还引入专业

组织“蓝天救援队”开展精准志愿服务。先后入户走

访慰问空巢老人等困难群体 300 余人次，为结对帮扶

的弱势群体送去物资 800 多件。以开展“我们的节

日”主题活动为契机，社区共举办“百家宴”三届，中老

年体育节六届。 □ 记者 吴善良

岗位学雷锋标兵：安庆市怀宁中凯眼科医院院
长、主治医师王中凯

光明使者自掏200多万元
为群众免费手术

王中凯是怀宁县高河镇一家医

疗机构负责人，从医 27 年来，为五保

老人、贫困户免费筛查病人36800例，

免费医治白内障手术2400例，自己倒

贴费用超过200万元。

马庙镇有一位 80 岁的五保老

人，前些年王中凯为他免费做了双

眼白内障手术后，王中凯每年还定期到老人家去走

访 ，每 次 去 都 会 带 上 大 米 、食 用 油 等 生 活 用 品 。

2016 年，怀宁县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暴雨，王中凯第

一时间带领医疗队，到全县各临时安置点做医疗服

务工作。他还购买物品送到灾区，并发动医院员工

为灾区捐款 1 万元。洪水退去，王中凯又带领医疗

队 奔 赴 全 县 20 个 乡 镇，走 村 串 户，给 灾 民 送 医 送

药，指导群众做好灾后常见传染病的防控和消杀，

与灾区人民风雨同行，共渡难关。

2014 年以来，王中凯发起“白内障复明慈善光

明行”，带着医疗设备深入到凉亭、江镇、石牌、月山、

黄龙、腊树、雷埠等乡镇，共为 5000 余名群众进行义

诊，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 419 例。每例残联白内障

患者手术，他都亲自主刀把关，手术全部成功，未出

现一例感染，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光明使者”和

“爱心大使”。 □ 记者 吴善良

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滁州市琅琊区南门公
共服务中心龙池社区

打造志愿品牌
传承奉献精神

安徽出台开发区规范管理新政

长期圈地、低效发展的开发区或被“摘牌”
为巩固开发区优化整合和涉生态保护红线等问题整治

成果，不断推动全省开发区创新升级，我省出台促进全省省

级及以上开发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经济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及省政府明确纳入开

发区管理的特别政策区）规范管理新政。 □记者 祝亮

真发钱了！举报交通违法行为有奖
合肥交警发放首批红包2323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