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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数据要素流通平台上线
全国百家数商签约入驻
星 报 讯（记 者 沈 娟 娟） 记 者 从

据治理、算法建模等增值服务。目前

发展试验区，连续三年被评为安徽省

2021 中国（合肥）数字经济创新峰会

平台提供超过 100 项专业数据产品，

发展数字经济成效明显地区。

上获悉，合肥数据要素流通平台正式

汇聚优质数据资源超 20 亿条，数据总

上线，现场超过百家数据要素市场供

量超过 20PB。

应商、需求商、服务商正式签约入驻。

此外，在 2021 年 9 月赛迪顾问数
字经济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 中

2017 年以来，合肥连续五年举办

国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白皮书》中，合肥

本届峰会集中展示合肥数字经济高质

数字经济峰会，会上，
《合肥市数字经

市荣登 2021 年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

量创新发展成果，旨在共商数字发展

济产业发展白皮书（2021）》
《合肥市区

强榜，并获评数字经济发展新一线城

大计，积极打造国内有比较优势的数

块 链 产 业 发 展 报 告（2021）》重 磅 发

市，数字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字经济高地，争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

布。同时，合肥市数字经济试验区建

本届峰会创新了共享方式，建设

发展试验区。

设、量子城域网等一系列数字应用新

“云上”3D 虚拟展厅，通过 3D 建模、数

成果逐一发布。
《白皮书》显示，2020

字化虚拟技术、在线直播等方式，构建

流通平台聚焦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年合肥市数字经济规模超 4000 亿元，

沉浸式、互动式的 3D 立体“虚拟空间”，

金融、科研等 4 大应用场景，提供数据

占 GDP 比重超四成，数字经济核心产

融入合肥乃至长三角地区的优秀数字

集、API、数据服务、解决方案等多元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9%左右。获

经济创新应用案例交互功能，为参会人

化产品，以及数据定制、数据标注、数

批全省唯一的安徽合肥数字经济创新

员带来立体式、沉浸式观会体验。

相关负责人介绍，合肥数据要素

安徽省写作学会万佛山
森林康养中心创研基地挂牌
星报讯（陈艳） 日前，安徽省写作学会万
佛山森林康养中心创研基地正式挂牌。挂牌
后进行了座谈交流，该学会领导强调了省写
作学会积极响应国家“文化兴国”的号召，践
行“服务社会，文化强省”的理念，发动会员走
进乡村，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座谈会上，舒
城县旅游局、晓天镇政府及万佛山森林康养中
心领导表示今后会大力支持与协助省写作学
会在晓天镇开展创研工作。

肥东县第十届中华经典诵读活动“云”端归来
视听盛宴。
“ 天地
有正气，杂然赋流

舞蹈等形式轮番精彩呈现，原创诗作

形 ，下 则 为 河 岳

《追梦东方潮》将整场活动推向了高潮，

……”活动在南宋

观众掌声如雷。

名臣、民族英雄文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在肥东已经成

12 月 19 日，合肥市包河区义城街道民生

天祥的诗作《正气

功连续举办了 10 届，10 年的时间不仅

办联合妇联开展“迎冬至、吃饺子、话民生”活

歌》中拉开帷幕，

在肥东厚植了中华经典文化基因，培养

动，弘扬民俗文化，推进民生工程进展，为辖区

通过新华社现场

了一批优秀的本土文艺“民星”，更加见

特殊群体送上温暖的祝福。随后，志愿者将打

云、中国网、视频

证了肥东经济社会发生的变化。

包好的饺子送给忙碌在一线的环卫工人和安

号、抖音、微信、肥

阮雪枫/摄

歌、美文，以领诵、对诵、齐诵、配乐诵和

近年来，肥东县扎实推进“文化强

东融媒等 9 个直

县”
战略目标，
以大剧院文化馆、
图书馆、

播平台直播。

博物馆、档案方志馆为代表的城市文化

展演活动以

地标拔地而起，以“包公文化”
“ 红色文

“百年梦圆 日出东方”为主题，分为苦

化”
“庐剧文化”
“非遗文化”为代表的特

12 月 16 日下午，合肥肥东县第十届中

难、觉 醒、奋 斗、辉 煌 4 个 篇 章 ，现 场

色文化品牌不断打响，
以
“中华经典诵读

华经典诵读展演活动在肥东大剧院举

《白雪歌送武判官回京》
《满江红》
《青

展演”
“全民文化月”为代表的特色文化

星 报 讯 （彭 红 玲 记 者 赵 汗 青）

行，长达 100 分钟的精彩展演，为全国
观众送上了一场高潮迭起的中华文化

春》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风流

歌》
《朱日和：钢铁集结》等 15 首经典诗

现场展演！
小创客们用创意复活名画

保人员，
在寒冷的冬日，
送上暖暖的祝福。
■ 史玉婷 记者 周诚 文/图

活动加速孕育，一座文化之城、魅力之
城、宜居之城正绽放英姿。

合肥已完成住房公积金
“跨省通办”业务 753 笔

昨日，合肥市王卫社区卫健办、老龄委开

星报讯（蔡竹平 刘涛 刘亚萍 记者 于彩丽）

星报讯（记者 唐朝） 记者从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

展以“冬至巧制南瓜饼，邻里互助暖心田”为主

敦煌壁画中，飞天起舞、九色鹿漫步，栩栩如生；

解到，自 2020 年 12 月设置长三角一体化、
“ 跨省通办”业务专窗

题的冬至节气活动。南瓜饼做好后，志愿者分

拉斐尔的作品《雅典学院》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以来，逐步实现了国家监管平台的“跨省通办”专栏办理公积金

组送到社区高龄独居老人家中，让老人可以品

德两位哲人在广场中央激烈辩论，引来众人围

异贷证明等八个事项，并多次开展“跨省通办”业务培训和岗位

尝到香甜可口的南瓜饼。

观；马奈的作品《吹笛少年》中少年的头肩部位随

练兵，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多渠道推广“跨省通办”业务。

着音乐而左右摇摆；梵高的《星空》被赋予新的时

截至目前，合肥市已完成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业务总计 753

代内涵，展示了中国人不懈追求的航天梦……12

笔，包括两地联办购房提取 82 笔，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开具异贷

月 17 日~18 日，合肥市蜀山区第四届创客微剧场

证明 66 笔，专窗受理各种业务 201 笔，受理业务协查 518 笔；顺利

部分优秀作品在合肥市科技馆公开展出，蜀山区

帮助 192 位职工成功节约了往返成本 15 万余元。

小创客们通过作品现场展示自己的创意。
蜀山区“创客微剧场”是自主研发的一项跨
学科活动，它以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形式，通过

安徽创新水旱灾害防御战打法

团队的合作完成项目挑战任务，活动融合了创意

星报讯（记者 秦缘）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水利厅了解到，安

思维、机械运动、编程应用、舞台设计、记录表达

徽省水利厅近年来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水旱灾

五方面的内容。
“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我们通过

害防御核心业务，牢牢把握以防为主、关口前移，变被动应急为

搭建这样的平台，让更多的学生动手动脑参与进

主动防御要求，坚持需求牵引，充分利用 5G、北斗、人工智能、云

来，进一步发挥学生们的聪明才智。”蜀山区教体

计算、大数据、信息融合等科技，
持续加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局副局长余国飞表示。

建设，发挥科技信息化对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的驱动引领作

据悉，
本次活动 9 月初启动，
历时四个月，
共收

用，建成采集、传输、分析、预警、预报、调度为一体的水旱灾害防

到报送作品 82 件，其中幼儿组 35 件、中小学组 47

御信息化体系，创新形成“人防＋技防”的水旱灾害防御新格局，

件。12 月 17 日~18 日，
区教体局选出其中的 20 多

为全省水旱灾害防御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截至目前，

件优秀作品在合肥市科技馆公开展出，
作品还将同

2021 年发送雨水情预警短信 13.4 万多条次，通过预警平台发布

步通过“蜀山创客与 STEAM 中心”
“ 合肥市科技

公众预警 137 次，其中红色预警 4 次，橙色预警 25 次、黄色预警

馆”
公众号，
以图文、视频的形式进行宣传。

41 次，向水库及相关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 3.4 万人次、60 万条。

■ 周嘉莉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巢湖：九旬老人滑落水塘
三位民警紧急救援
星报讯（杨祖友 记者 张发平） 近日，巢
湖市公安局民警出警途中，成功救起一落水
老人的事迹在该市槐林镇被传为佳话。
12 月 13 日下午，巢湖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民警杨大成、辅警江春志和槐林派出所辅警
向华前往槐林镇红沙塅村核实一起案情。在
路过红沙塅村水塘时，江春志从警车后视镜
中发现塘中似乎漂着一个人，他立马停车，随
后飞奔水塘边。溺水的是位老人，此时水已没
及其下颌部位。只见她胡乱划着手在挣扎，身
体在水中打着转，正向水塘深处漂去。
“ 不要
慌，我们来救你。”杨大成安慰着老人，同事三
人互抓着各自的手，呈链条状使劲将老人向岸
上拽，最终将老人救上了岸。经了解，老人系
本村人，
94 岁，因走路不慎滑落水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