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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企业将发布万余岗位

本周六，
合肥将启动秋招活动全球云聘会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祝亮） 9 月 18 日，2021 年

活动期间，
合肥市将组织
“芯屏汽合”
“集终生智”
等 12 大产

“智汇合肥高校行”秋招活动全球云聘会将在合肥市正

业链龙头企业直播带岗。其中，启动会上将有 5 家企业直

式启动，12 大产业链龙头企业直播带岗，合肥市党政单

播带岗，
7个产业专场云聘会每场将有6家企业进行直播。

位将拿出 200 个事业编制岗位，广纳青年英才。
本次活动由合肥市委组织部牵头组织，将采取“1+
7+1”的模式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即一个全球云聘启动

同时，活动将首次开展党政人才大招引，全市党政单
位拿出 200 个事业编制岗位，广纳青年英才。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线上，以

芜湖购彩者完成大奖帽子戏法
一周内连中三次排列 5 头奖
星报讯（胡志雄 记者 江锐） 芜湖购彩者在近期

“智汇合肥·云聘会”平台为主阵地，90 所国内高校和 10

的 排 列 玩 法 中 表 现 出 色 ，在 21232 期 、21236 期 、

所海外高校师生将齐聚线上平台，通过直播互动、线上

21238 期体彩排列 5 开奖中崭获“三连冠”，3 注 10 万

云聘会启动当天，合肥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将面向

投递、视频面试等方式开启“合肥之旅”。线下，来自中

大奖分别落在鸠江区十里门面 04068、汀苑小区门

全球进行城市推介，介绍合肥的优势产业、优质平台、优

国科大等在肥高校院所的百名博士将现场观看全球云聘

面 04099 和鸠江区南翔万商一期 04174 门店。

美环境、优越政策。活动还将邀请一批科学家、企业家、

会启动仪式，并分路参加智汇合肥青年行活动，与重点

会、七个产业专场、一个党政人才专场，广邀各路英雄来
肥创新创业、成就大业、安居乐业。

高校领导和学生代表为合肥“代言”
“ 打 CALL”，与大家
分享“合肥故事”。
相关负责人介绍，
前期，
通过
“千企大调研”
活动，
精准
摸排 1210 家企业用人需求，精准发布招聘岗位 12791 个。

产业企业进行“面对面”
“点对点”的交流互动。

近日，三位幸运儿同时出现在芜湖体彩分中心，
与大家一起分享交流了中奖的喜悦。

据了解，
为进一步提升活动实效，
合肥市还建立了高层

幸运购彩者之一的陈先生在领奖时表示，这是

次人才服务专员队伍，
全程做好来肥人才的服务保障，
力争

他第二次购买排列五彩票，没想到幸运之神会这么

现场招聘一批、
事后吸引一批、
长期储备一批青年人才。

快降临。
陈先生说，购彩当天，他通过看走势图得出了一
组号码，交给其妻子帮忙购买。根据他出示的中奖
票，为稳妥起见，他共花了 20 元投注小复式，号码来

9 月 14 日，在肥西县上派

源于过去十几期排列五的开奖码。陈先生原本计划

初级中学体育馆，肥西县举办

倍投，但妻子忘记告诉销售员，因此陈先生笑着说，

了 以“ 百 年 再 出 发 ，迈 向 高 水

这次中奖奖金应该是 100 万元。

平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为 主 题 的

旁边的中奖者李先生发现自己 4 元守号票中奖

2021 年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

后，感到特别开心，受工作影响，李先生这份大奖在

暨第六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县长

自己口袋里揣了几天，又开心又期待又紧张。这份

奖颁奖仪式，9 名学生和 20 名

好运给了他希望，他表示还会继续支持体育彩票。

教师获得表彰。据介绍，本次

另外一位中奖者黎先生的中奖号码为机选，这次

肥西县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

他只花了 6 元，
投注的 3 组号码中的第 3 组击中当期排

各成员单位还将开展科技咨

列五大奖。他说，排列五每日开奖，且玩法简单，自体

询、科普宣传等近 100 场活动，

彩排列五面世他就开始尝试。第一次中得排列五大

深入农村、社区、学校、企业、

奖的黎先生笑着感慨，
这是
“坚守”
多年的回报！

机关开展多形式、广覆盖的科
普系列活动。
■张荣骏 记者 沈娟娟

“两节”将至，当心中招口腔“节日病”

引江济淮生态环保总部等四个
重点项目落户“中国环境谷”
星报讯（徐明 季云冈 方正 记者 沈娟娟） 9 月
13 日，在“中国环境谷”节能环保产业“双招双引”重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中秋、国庆将至，不少市民

进食辛辣刺激和粗糙的食物，保护口腔黏膜不受损伤，

点项目签约活动中，中科宇图环保大数据研发运营

早早制定了走亲访友计划，免不了餐餐大鱼大肉。合肥

还应细嚼慢咽防止咬伤，同时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

中心、引江济淮生态环保总部、禾美环保设备研发生

市口腔医院专家徐勃提醒广大市民，节日里，不规律的

注意休息和睡眠。”

产及实验检测总部、美自然集团总部及污泥处置研

作息、吃辛辣油腻食物以及频繁饮酒，会加大口腔溃疡
发生的机会，应避免进食辛辣刺激和粗糙食物。
徐勃表示，口腔溃疡是最为典型的口腔“节日病”，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说的就是急性牙髓炎。

发运营中心四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进一步延长节

据徐勃介绍，牙髓炎一般都是龋病(俗称蛀牙)引起的，尤

能环保产业链条，助推合肥蜀山经开区环境科技产

其在节假日期间，
人们频繁吃零食，
饮食不规律，
在口腔环

业向纵深发展。

“节日里，不规律的作息、吃辛辣油腻食物以及频繁饮

境不佳的情况下，细菌易侵入龋洞，引发急性牙髓炎。避

蜀山区相关负责人说，本次集中签约活动既是

酒，会加大口腔溃疡发生的机会，应对口腔溃疡，要注重

免牙髓炎，
关键是要尽早治疗龋齿，
平日注意口腔卫生，
及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节能环保产业“双招双引”专场推

溃疡局部消炎、止痛，促进溃疡愈合，在饮食上尽量避免

时刷牙，
清除口腔残留物，
一旦出现牙疼应及时就诊。

介会的成果体现，又是合肥市、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全力支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蜀山区全力推
进“全域科创”的生动实践。

中央媒体看安徽

“四个项目落户蜀山经开区，科技含量高、示范
带动强，将进一步完善延伸开发区产业链条，健全产

以赤子之心书写毕生信仰

业体系，优化产业布局，推动蜀山经开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上述负责人表示。

——追记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 舒城县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王敏

记者了解到，环境科技产业是蜀山经开区主导

33 年如一日忠于职守，需要怎样的信仰？这个问题，

此后的 3 年时间里，王敏坚持每月走村入户，为贫困

产业之一，
“ 中国环境谷”作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

对于安徽省舒城县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王敏而言，

户申请光伏扶贫项目、争取公益岗位。在他和村干部的共

“金字招牌”，成立 3 年以来，已集聚环境类重点企业

一点也不难回答——因为，这 33 年，是他以赤诚之心、用

同努力下，孙光和还清了给妻子治病借的欠款，日子越来

近 150 家，拥有 27 个国家和省级环境领域科研平台，

忠诚与信仰书写的检察岁月。遗憾的是，今年 6 月 28 日，

越好。
“ 村子里修路、修桥，他都出力。”村干部说，王敏凡

形成“环保技术研发—核心基础零部件生产—环保

年仅 53 岁的王敏积劳成疾，因公殉职，永远告别了热爱一

事总是能想在前面，踏实给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

装备制造—环境治理、环保工程及环保服务”全环保

生的检察事业。办公桌上的案卷翻阅了一大半，
字迹工整
的办案手记似乎墨迹未干，
但王敏却永远离开了。

舒城县委政法委委员宁胜才、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学

产业链的框架体系。今年截至目前营收已破百亿，

镇都是王敏的老朋友。他们不愿相信，前一天还一起下

预计年底可实现入驻企业 200 家，营收突破 200 亿。

乡督导、交流工作的老朋友，倒下后却再也没能醒过来。

在全省“双招双引”政策引领下，蜀山经开区将

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王敏走后，女儿

“双招双引”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战场，重点围绕中

2018 年 5 月 12 日，孙光和第一次见到王敏。孙光和

王舒展遵循父亲生前遗愿，签下了眼角膜捐献协议。王

国环境谷、中国声谷-蜀山园区、临湖总部基地、跨境

之所以印象深刻，因为这一天是他 75 岁生日。从这一天

舒展告诉妈妈，爸爸说过，
“ 检察官的眼睛是雪亮的，能

电商总部基地、开发区西区等重点平台，积极探索市

开始，除了日常看望，每年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节日，

够看清世间是非与善恶。”

场化招商模式，不断完善“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

2018 年，是舒城县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王
敏主动结对帮扶东衖村的深度贫困户孔德贵、孙光和。

王敏还会带着礼物和慰问金来陪他过节。
“ 他还常常自

眼角膜捐献后不久，就成功帮助两位病人重见光

己拿钱给我包红包，每次来看我都帮我干农活，有时赶

明。这是见证过无数次正义与邪恶交锋的检察官王敏，

上农忙，还会和我们一起下地。”孙光和说。

为这个世界尽的最后一份力。

■据《检察日报》

人才链”四链生态，运用绩效考核手段倒逼效能提
升，大力开拓“双招双引”新局面。今年以来，实现新
签约项目近 100 个，其中节能环保类 30 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