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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陈明） 6 月 11 日上午，备受关注

的中共皖南特委旧址纪念馆正式揭牌复馆开放。来

自省、市、区有关方面领导及皖浙赣相关部门负责人

代表，佩戴党徽，怀着崇敬之情，齐聚皖南特委机关旧

址，倾听历史回响、追寻红色记忆。

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2018 年，黄山

市屯溪区对皖南特委机关旧址进行了修缮和场景复

原并改陈布展。纪念馆展陈区总建筑面积为 810 平

米，展陈面积达 1780 平方米，分四个展区，以丰富的

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图表、实物展品、雕塑、视频资

料及多媒体等多种形式，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织领导皖南人民进行

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展示无数革命前

辈坚定信仰、对党忠诚，百折不挠、无私无畏的奋斗

精神。

中共皖南特委机关旧址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

浙赣省委在屯溪秘密建立的领导机关的驻地，位于屯

溪中山正街（现屯溪老街 69 号）“和记春号”中药店，

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皖南特委旧址纪念馆

先后被命名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黄山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安徽省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

成为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党史宣传教

育主要阵地，红色经典旅游景点景区，革命精神将在

这里代代相传。

中共皖南特委旧址纪念馆揭牌复馆开放

星报讯（星级记者 汪婷婷）

日前，教育部公示了《高等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项目认定名单，全国 200 所

院校被提名优质校，其中，安徽 8

所 院 校 榜 上 有 名 。 具 体 学 校 包

括：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商贸职业技

术学院、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

学院、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安徽职

业技术学院、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6 月

11 日 24 时，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

口开启。记者了解到，我省汽、柴

油价格将迎来今年最大跌幅，其

中，92#汽油每升下调0.37元，按照

一般家用汽车油箱 50L 容量计算，

加满一箱油大约可省18.5元。

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

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5月

27日～6月10日），国际油价大幅下

降，伦敦布伦特、纽约 WTI 油价最

低分别降至每桶 61 和 52 美元，回

落至近五个月来的低位。平均来

看，两市油价比上轮调价周期下降

9.94%，受此影响，国内汽油、柴油

零售价格随之大幅下调。本次油

价调整具体情况如下：汽油每吨下

调465元、柴油每吨下调445元。

从我省情况看，89#、92#、95#

汽油每升分别下调至 6.29 元、6.72

元和 7.21 元，0#柴油和-10#柴油

每升分别下调至6.42元和6.80元，

每升下调幅度从 0.35 元至 0.41 元

不等。

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L容

量计算，加满一箱 92#油大约可省

18.5元。

据悉，本次调价是 2019 年国

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出现的最大跌

幅，2019 年国内成品油调价已呈

现“八涨两跌一搁浅”的格局。截

至本次调价，汽油价格累计每吨上

调 610 元，柴油价格累计每吨上调

590 元。

星报讯（记者 唐朝） 记者近

日从安徽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

2019 年 5 月，我省各类建设用地合

计供应30704.61亩，供应面积同比

上升33.0%，环比涨幅为9.8%。

根据省自然资源厅相关数据

显示，在上月供应的土地中，通过

划 拨 方 式 供 应 的 土 地 面 积 为

12102.92 亩；通过出让方式供应的

土地面积为18601.69亩，土地出让

面 积 同 比 上 升 36.5% ，环 比 上 升

17.2%。土地出让价款合计 420.99

亿元，同比上升 140.2%，环比上升

36.3%。

从规划用途来看，上月我省商

服用地供应面积为1412.51亩,住宅

用地供应面积为 11038.94 亩,工业

用地供应面积为 6710.76 亩，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等其他用地供应

面积为11508.68亩。

上月我省供应土地30704亩 环比上升9.8%

星报讯（记者 祁琳） 昨日，记

者从 2019 安徽秸秆综合利用产业

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6 月 17

日至 18 日，2019 安徽秸秆综合利

用产业博览会将在合肥滨湖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安徽是农业大省，

全年粮食产量 4000 万吨，也是农

作物秸秆产出大省，农作物秸秆资

源丰富，年均可收集利用量在4800

万吨左右。

此次博览会由省农业农村厅、

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合肥

市人民政府主办。本届博览会展区

总面积3万平方米，设置综合展厅、

各市展厅、设施设备展区，以“资源

化利用、产业化发展”为主题，全面

展示我省秸秆综合利用成果。截至

6月10日，已确定参展企业269家，

全省初步落实签约项目 145 个，签

约项目资金264.79亿元。

2019安徽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博览会下周开幕

据新华社报道 “能翻译会聊天”的

智能语音鼠标,自动识别交通违法并审核

的抓拍机器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懂国

学会英语”的儿童陪护机器人……走进位

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声谷”展厅,一件

件人工智能(AI)黑科技产品格外吸睛。作

为我国首家定位于语音和人工智能领域

的国家级产业基地,“中国声谷”自 2013 年

成立以来,瞄准 AI 核心技术,紧抓产业发展

爆发期,以“大创客”带动“小创客”的平台

发展模式布局产业链,唤启 AI未来之门。

AI 翻译机“学习”一门新语种,原先需

5000 小时训练,现在只要 200 小时；机器

模仿人声,以往需跟踪一周甚至更久来采

集声音数据,现在 10 句话便可大致模仿

……作为“中国声谷”领军企业,科大讯飞

2018 年在 AI 核心技术领域摘取了 12 项国

际第一。

“讯飞及其在全球领先的智能语音技

术,是‘声谷’发展的源头。”总结 5 年历程,

“中国声谷”运营单位总裁祁东风说,基地

集聚的 AI 技术与产业,早已从智能语音扩

展向语义、图像、大数据、算法及芯片等更

多领域。

去年入驻“声谷”的中科云巢科技有

限公司,凭借在云计算、云系统安全等领域

的领先技术,自主研发的云办公、云教室和

云终端设备等,广泛应用于教育、政府、医

疗及制造等行业,去年实现销售收入近

2000 万元。

立志“用 AI 为城市赋能”的科大国创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运用大数据采集、存

储、分析、挖掘等技术,已经为电信、能源、

金融、政府等行业提供大数据平台、分析

决策和智能应用软件。其联合贵阳发改

委承建的“数据铁笼”,成为智慧政务典型

案例。

“去年年收入达 9.8 亿元。”科大国创

董事长董永东说,希望为城市发展插上 AI

之翼,让未来城市更具高科技感。

高精尖人才纷至沓来,AI 产业加速集

聚,2018 年基地实现产值 650 亿元。截至

目前,已有寒武纪、云知声、华米科技等

500 余家企业入驻基地。

此外,“中国声谷”依托泰岳集团、金

山 软 件 、方 正 信 息 等 企 业, 分 别 打 造 了

NLP 开放平台、智能写作平台、智能家居

运营平台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在核心技

术层“赋能”越来越多 AI 领域的“创新创

业创造”。

“中国声谷”始终坚持由工信部电子

第一研究所负责基地发展规划,“既然定位

国家级,目光不能局限于门口一亩三分

地”。为紧跟瞬息万变的 AI 发展趋势,规

划每半年便更新一次,进行动态微调。“保

证战略方向不漂移”。“中国声谷”运营单

位副总裁毛媛媛举例说,正是得益于高站

位的规划建议,2015 年底基地发展视野从

局限于智能语音,拓展向语义理解等领域,

才形成如今“百花竞放”的局面。

“我们创新发展底气十足,将持续瞄准

AI 核心技术,保持智能语音、类脑智能等

既有技术优势,加速形成领先全球的人工

智能产业链。”毛媛媛说。

□ 中央媒体看安徽

在“中国声谷”唤启AI未来之门

安徽8所高校上榜高等职业教育国家优质校

今起，我省92#汽油下降0.37元/升
加满一箱大约可省18.5元

一、招生对象：面向全省招生2019届小学应届毕业生。
二、收费标准：学费每学期4900元，住宿费每学期750

元，伙食费自理。
三、报名须知：
1.即日起至 6 月 25 日，合肥市以外的小学毕业生到校

报名，带户口本、成绩报告单和奖状或证书。
2.6月26日-6月28日，合肥市以内学生招生报名网上

填报志愿（线下审核，线上登记报名，学校录取）。
3.7 月 3 日前，合肥市以内学生办理入学缴费手续，完

成正式报名工作。

四、优惠条件：
1.非常优秀的学生经面试和验佐证材料，学费减免或全免。
2.有出类拔萃的特长者，学费减免或全免。
3.所有在籍学生均享受每学期一次的政府学杂费补助

412.5元，书本费全免。
五、最大优势：
1.所有在籍满三年的外地学生同合肥市学生一样均享受

合肥市省示范高中指标到校资格，可以填报合肥市高中学校。
2.实行寄宿制封闭管理、培养学生自理能力，节省大量

时间用于学习。

众望中学2019年秋季七年级招生须知

合肥瑶海众望初中2019年招生须知
崭新的众望 簇新的特色

新校舍，新环境 众望中学校舍崭新，设备设施标准一
流，住宿条件优越，校园花草相映，精致明朗，书香漫溢。

新团队，新组合 崭新的管理团队携带勃勃生机而
来，专家们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教育智慧，他们怀揣创
业的激情，将在众望校园这片沃土上倾注无尽的心血，
让孩子们盎然生长。

新理念，新思路 新众望将以“静思善悟，厚德笃行”

作为办学指针，激发学习兴趣，引领思维方式，践行个性
化的教学方法，倾力打造书香博雅校园，将“国学在众望”
做强做大，弘扬儒家文化精髓和楹联特色，办好社团，让
孩子们在人文熏陶中茁壮成长。

新目标，新希望 众望学校有足够的理由、信念和能
力将学子们培养成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具有广阔视野
和综合素质较高的新时期学子，铺垫他们的锦绣前程。

联系电话：0551-62865646 15055143699（曹老师） 15856939678（钱老师） 13866140968（刘老师）
学校地址：郎溪路与明皇路交口向南100米（史城社区） 学校网址：www.zw910.com
公交路线：132路、233路、154路、39路（史城站下）、502路（明皇路下） 地铁：2号线（漕冲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