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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昨日进入梅雨期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安徽省气象部门获悉，
从6月19日起，
安徽沿江江南进入梅雨期，
较常年偏晚。

质灾害黄色预警，同时安徽省水利厅、省气象局和省
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据省气象专家预计，20～21 日，江南南部仍有中

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沿淮淮北地区以高温天气为

到大雨，局部暴雨；23～25 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

主，其中 23 日前最高气温普遍为 37～39℃；19～22

水过程。安徽省气象局和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发布地

日，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 35～37℃。

淮南：乡村产业发展生态美

合肥：低风险地区来（返）肥人员直接通行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为坚决守住不出现疫情规

采集核酸，其中第 3 天实行“双采双检”。

模性反弹的底线，努力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防控效

同时，对中高风险地区或 7 天内有本土社会面感

果，更好地服务来（返）肥人员，6 月 19 日起，合肥市将

染者地区所在城市的其他县（市、区、旗，直辖市为街

优化常态化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镇）来（返）肥人员，实行“7 天日常健康监测”。日常

在合肥全市各类交通卡口分设“低风险地区来
（返）肥人 员”和“中高风险地区和其他涉疫地区来

健康监测期间，在第 1 、2 、3、7 天各进行 1 次核酸检
测，不聚集、不聚会，并倡导具备条件的居家办公。

（返）肥人员”两类不同通道。低风险地区来（返）肥人

在入境人员管理方面，从国内其他口岸城市入境

员通道不查验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采集核酸

人员，已集中隔离满 14 天的，可参照国内人员政策来

样本，直接通行。

肥：不满 14 天的，原则上不来肥；不满 14 天来肥的，

中高风险地区和其他涉疫地区来（返）肥人员通

需补足 7 天集中隔离和 7 天居家隔离，不具备居家隔

道落实分类健康管理要求。中高风险地区和其他涉

离条件的进行集中隔离。从合肥口岸入境人员，实施

疫地区来（返）肥人员继续实行免费落地核酸检测。 “7 天集中隔离+7 天居家隔离”。7 天集中隔离期满

6 月 16 日，淮南市寿县堰口镇江黄村产业发展
中种植的芡实吸引了上千只水鸟在水塘上空嬉戏、
觅食。淮南市寿县堰口镇江黄村驻村工作队与村
“两委”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中，因地制宜，盘活土
地、水塘等闲置资产，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做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 ■ 陈彬 赵永莉/图

合肥开展危险废物风险集中治理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日前，合肥市生态环境

对中高风险地区或 7 天内有本土社会面感染者地区所

后，目的地为合肥的，需闭环转运至社区，实施 7 天居

局、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印发通知，结合危险废物专项

在县（市、区、旗，直辖市为街镇）来（返）肥人员，实行

家隔离；在肥无固定居所、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继

整治三年行动，在全市开展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

“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3 天居家健康监测”。集中

续实施 7 天集中隔离。目的地不为合肥的，需继续实

废物风险集中治理工作，将涉及产生危险废物的危

隔离期间实行每天一检，结果均为阴性后转为居家健

施 7 天集中隔离，期满后方可离肥。隔离期间，按规范

险化学品生产、使用、经营及废弃处置单位（含收集、

康监测。居家健康监测期间，在第 2 、3 天各进行 1 次

进行核酸检测。

贮存、利用、处置易燃性、反应性危险废物的单位）纳
入治理范围。
此次治理工作分时段开展部署、自查、核查以及

飞机维修父子兵 共同守护飞行安全

抽查，2022 年 10 月底前完成工作任务。

星 报 讯（李 钰 凌 记 者 祝 亮 文/图）

书香滋润祖国花朵

在东航技术公司安徽分公司的机务队伍
里，不乏上阵父子兵。他们一起工作，做

近日，合肥望岳书阁在李鸿章故居举办了一场亲

好飞机维修工作，发挥着机务工作者严谨

子手工活动。此次活动以“有趣、有文化、有深意”为

踏实的工作作风，共同守护飞机安全，守

宗旨，以“书香滋润祖国的花朵”为主题，让孩子们度

护旅客平安。

过一个有意义的儿童节。

■ 桂芹

1994 年出生的刘宇辉，现在是东航

探寻图书馆之旅

技术公司安徽分公司支援部航材仓储保
管的一名员工，今年是他进入东航的第 7

6 月 7 日，合肥市青阳路幼儿园小朋友在老师的

年。他的父亲刘涛，1986 年进入民航工

带领下走进悦书房·青秀书城开始“探寻图书馆”之

作，今年是他在东航工作的第 32 年。刘

旅，书城的老师为小朋友们介绍了图书的借阅流程，

涛从事过航线维修、飞机定检等工作，30

指引参观图书馆各类图书的分类排架，培养孩子良

多年间，他修理过 MD90、A320 等机型，

好的阅读习惯。

■ 木木

辉才真正体会到，机务是一个既专业又辛苦的职业，

见证了安徽民航业的发展。
刘宇辉觉得，自己成为一名机务，离不开从小受

同时肩上担负起了很多责任。

徽派风情让人醉

到父亲的耳濡目染。
“ 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到机场参

在刘宇辉的眼中，父亲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着严谨

6 月 11 日，合肥望岳书阁在李鸿章故居举办了

观玩耍，看着飞机起飞降落，和我说着飞机外表和内

好学的特质。
“ 父亲虽是老机务，但每次新下发的学习

“古建筑中的吉祥物——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

部的每一个部件和功能，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一颗

和考试都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中遇到不会的地方，他

动”，让读者能够更好地通过博物馆去了解中华民族

种子。”

会向年轻同志虚心请教。”在刘宇辉看来，他的父亲一

光辉璀璨、广袤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毕业后，刘宇辉追寻着父亲的脚步如愿来到东
航，成为一名机务，和父亲成为同事。工作后的刘宇

■ 天然

直对工作保持敬畏之心，不会偷工减料，盲目开工，勤
勤恳恳，爱岗敬业，是他工作和生活中的榜样。

炫彩刮刮画华丽变身
6 月 11 日上午，合肥雨花书院举办了炫彩刮刮画
手工活动。孩子们拿到画纸后，以饱满的热情开始

泗县切实提升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品质

1008 万！
快乐8又1注千万大奖喜降安徽

今年以来，泗县通过抓项目、点面结合等方式，

6 月 18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快乐 8”游戏进行第

创作，在他们丰富的想象下，黑色的刮画纸纷纷变成
一幅幅生动的图画。

■ 峦峦

真人 CS 大战刀光剑影

6 月 12 日，合肥悦·书房见微书社开展军事真人

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实事，切

2022159 期开奖。当期“快乐 8”开奖号码为 05、06、

实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截至 5 月底，9 个老旧小区改

07、11、12、15、16、17、19、26、38、46、51、52、55、61、

CS 团队战活动。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做好隐蔽，随

造项目已经开工，累计完成投资 2600 万元。为了让

64、71、77、78。全国共中出 1 注“选十中十”大奖，花落

着老师一声令下，激烈的对抗战正式开始，孩子们左

居民满意，达到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效果，泗县坚持从

安徽。按照派奖规则，常规奖金 500 万元+翻番奖派奖

躲右藏，个个精神抖擞，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 田野

实际出发，
“ 问需于民”
“ 问计于民”
“ 问效于民”，大大

奖金金额 500 万元，
单注合计奖金达到 1000 万元！
据了解，安徽的这注千万大奖出自位于合肥市全

提高了居民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
坚持“以人为本、综合治理、绿色生态”的原则，

椒路和长江东大街交口的福彩第 34010660 号投注

手工玫瑰芳香四溢

6 月 11 日，合肥悦·书房稻香书阁开展手工玫瑰

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要求和居民需求，努力实现

站，一幸运彩民凭借一张 22 元的“选十”11 码复式票，

的制作活动。活动现场，大家都认真地按照制作步

“水通、路平、灯亮、景美”的效果。把 26 个小区（含片

揽获 1 注“选十中十”和 10 注“选十中九”，中奖金额合

骤去操作，
“ 折”
“ 剪”
“ 贴”步步到位，现场气氛活跃，

区）分为 15 个标段，
“ 化零为整”进行招标，做到同步

计 10080000 元。这也是安徽“快乐 8”5.2 亿大派奖以

大家互相帮助，不一会儿，一朵朵火红的玫瑰花呈现

设计、同步采购、同步施工。

■ 高侠

来的第二个千万大奖。

■ 印敏

在大家的眼前。

■ 柳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