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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
，
安徽欲建万套智能家具样板住宅
代，居住品质明显提升。

线上线下智慧住宅应用场景模型。加强智慧住宅通信系统
建设。加快双千兆网络规模部署，
推动住宅小区、商住楼和

近日，安徽省住建厅等七部门联合下发通知，推进智
能家电（家居）与住宅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安徽省家电产
业转型升级，提高住宅居住品质。

■ 记者 祝亮

将智慧住宅建设纳入全装修住宅管理
全省鼓励房地产企业在合理控制造价基础上运用成
熟、先进、适用的新技术，合理配置各类智能化成套设备。

社区的通信基础设施升级，实现固定和移动网络普遍具备
“千兆到户”
能力。实现广播电视光纤与同轴电缆入户。
推进智能家居系统基础平台与智慧城市“一网通办”

按照技术普及型、先进型和领先型，通过整体设计、分档集

“一网统管”、智慧物业管理、智慧社区信息系统以及社会

成建造智慧住宅，鼓励本省智能家电企业积极参与智慧住

化专业服务等平台的对接，推动信息资源共享，为居民提

根据通知要求，全省将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智能家

宅示范项目建设。用 5 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建成一批智慧

供更多的政务、社会等智能化服务。

电（家居）生产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展智慧住宅示范

住宅示范项目，探索总结出一套符合地方实际的智慧住宅

项目建设试点，推动智能家电（家居）产业链向住宅延

设计、集成、施工、交付和销售等方面的经验，以点带面全

伸。到 2025 年底，全省建设不少于 1 万套智能家居成套

面推开。将智慧住宅建设纳入全装修住宅管理，健全智慧

为了提高公众对智慧住宅、智能家居的认知度，加快

系 统 标 准 化 示 范 住 宅 ，覆 盖 住 宅 面 积 100 万 平 方 米 左

住宅建设管理、销售和税收政策，鼓励开发建设单位提供

推动家电单体消费向智能家居产品消费升级，安徽住房

右。智能家电（家居）与住宅融合发展标准体系和相关政

多套可供选择的运用智能家居系统的装修设计方案和智

城乡建设、发改、经信等多部门将加强协同，加大政策支

策制度基本建立，推广机制初步健全。

能产品选择项供消费者选择。推动智能家居和全装修住

持力度。扶持装配式建筑企业发展智慧住宅产品，支持

宅同步设计、同步报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

银行业金融机构优化信贷流程，合理确定利率，为消费者

商品房迭代，智慧住宅将得到普遍接受

到 2027 年底，智能家电（家居）与住宅融合发展标

购买智慧住宅提供信贷支持。

准体系和相关政策制度完善。新建全装修住宅、社区配
套设施等具备通信连接能力并拥有必要的智能产品。
智慧住宅得到普遍接受，全省商品住宅市场加快实现迭

推动住宅小区网络普遍“千兆到户”
推动房地产企业与智能家居企业开展对接合作，开发

安徽小将谭强世锦赛屈居亚军
北京时间 12 月 19 日晚，在西

12 月 11 日，合肥市庐阳区桃花园社区居民委员

班牙韦尔瓦举行的 2021 年世界羽

会刚圆满完成换届工作，12 日，新一届“两委”成员立

毛球锦标赛男子双打决赛中，安徽

即“走马上任”，以“一刻不耽搁”的状态迅速进入“实

小将谭强与何济霆搭档，以 0：2 不

干模式”，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敌日本组合保木卓朗/小林优吾，
获

动，扎实开展“开门一件事”，聚焦老百姓最急切、最

得亚军。在决赛中，日本组合在速

关心的桃花园南片区结算安置分房问题。当天，四

度上明显占优，
何济霆/谭强完全跟

里河街道桃花园南片区第一批次 401 套回迁安置分

不上对手的节奏，双方比分被迅速

房顺利、圆满结束，回迁群众人人喜笑颜开。桃花园

拉开。何济霆/谭强虽尝试反攻，
但

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坚持公平公正，把安置房项目做

日本组合牢牢保持领先，最终他们

成“民心工程”，用心提升“品质桃花”，用实际行动为

以 21：18 再下一城，大比分 2：0 获

党旗增彩，
让百姓安居，
让群众满意。

直辖市的 173 人 173 件（书家 82 人 82 件，画家 91 人 91
件）珍贵书画作品捐赠给了寿县一中。

版《富春山居图》长卷和雪鸿斋木盒高仿 33 米 99 人
1400 余枚印蜕《潘立纲集印选》长卷也极其难得。
潘立纲先生对十年前的一次捐赠没能充分发挥捐
赠作品的社会效益，
一直感到遗憾。他在撰写文史馆歌

说其珍贵，因其所捐作品中的书画名家作古者已

颂建党百年发言征稿中提了一句暮年拟再次捐赠珍藏

逾 80 人，极具历史价值；已故大家名家很多，其中书

作品的话。三个月后他把发言稿当稿件传给了曾向其

法家就有溥杰、龚望、李百忍等，国画家还有萧龙士、

约稿的寿县一中校刊《循理》的张家献主任。张家献注

房介复、朱松发等；革命前辈和健在书画名家不少，如

意到了再次捐赠这句话，并立即向王文永校长报告。

张恺帆、赖少其、陆石、欧远方、郑锐等，书法名家沈

王校长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契机，如能争取捐赠

鹏、张海、钟明善和著名画家孙其峰、周韶华、王涛等

给学校，将对学校德智体美全面教育大有裨益，于是

的作品都在捐赠之列。一并捐赠的华宝斋锦盒高仿

“三顾茅庐”
，
与潘立纲先生磋商，
达成共识。■ 周华锋

11 月份,安徽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92 起
星报讯（记者 秦缘）

■ 高美美

■ 记者 江锐

耄耋夫妇捐赠 173 件珍贵字画给寿县一中
立纲和夫人来到寿县，将肩背手提的来自 18 个省和

依据智慧住宅建设和配置等相关标准，合理考虑智
慧住宅建设增加的成本，实行“一价清”明码标价。

党建引领“安置分房”
辖区百姓喜气洋洋

胜夺冠。

2021 年 11 月 6 日，耄耋老人、省文史馆馆员潘

智慧住宅将实行“一价清”明码标价

1 至 11 月，安徽办理
法律援助案件 8.8 万件

安庆市宜秀区白泽湖乡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面貌
今年以来，安庆市宜秀区白泽湖乡龙华村始终
坚持党建引领，组织干部群众团结协作，深入开展
“改厕”，提升乡村风貌工作水平，助推乡村振兴，不
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村里帮忙建了个水冲式新厕所，干净卫生漂
亮，不仅没有难闻的气味，也不招苍蝇蚊子了。党的
政策好啊，把我们农村的厕所改得像城里的一样，现
在住着干净又舒心。”宜秀区白泽湖乡龙华村王开的
新家进行了厕所改造，用上了无害化卫生厕所，厕所
面貌焕然一新，整洁美观，抽水箱、蹲便器等配套设
施一应俱全，
方便实用。

■ 高国庆 熊志伟

灵璧县强化专业人才培养
助推轴承产业大发展
灵璧县认真落实县委提出的“ 两县两区一基

记者从安徽纪检监察网

星报讯（彭继友 记者 马冰璐） 12月20日，
记者获

地”
（全国县城新型城镇化样板县、皖北承接产业转

获悉，11 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

悉，
为方便群众申请法律援助，
安徽省司法厅依托法律

移集聚区示范县、全国轴承特色产业集聚区、全国

项规定精神问题 192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270

援助机构、
司法所，
建成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123 个，
乡镇

特色文化旅游示范区、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

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48 人，同比分别上升

（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1512 个，
村（社区）公共法

9.7%、13.9%、42.3%。

基地）发展战略，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律服务工作室 13943 个；
依托工、青、妇、老、残、人社等

对接区域主导产业，
开设轴承冠名人才班。依托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

部门建有法律援助工作站 2165 个，
打造
“窗口化、综合

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强化与合肥工业大学、洛阳轴

义问题 62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87 人，涉及领导

化、
一站式”
服务模式。据统计，
今年 1 至 11 月，全省办

承所及县内开发区轴承企业联合，合作培养轴承产

干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理法律援助案件 8.8 万件。记者了解到，省司法厅还

业人才，在职业学校开设 9 个由轴承企业冠名的订单

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问题 40 起，共

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升

班，招收轴承专业学生 499 人。大力寻求专业支持，

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130 起，违规收送名贵

级发展，在全国第二家开通省级“12348”公共法律服

联合培养轴承专门人才。加大技能集训力度，
提升轴

特产和礼品礼金 58 起、违规吃喝 32 起、违规发放津

务热线电话，提供全年无休、24 小时不间断的咨询服

承人才培养质量。从轴承专业班分批选派优秀学生，

补贴或福利 14 起，这三类问题数量位居享乐主义、

务；建成安徽法律服务网，开通在线法律咨询、法律援

赴合工大宣城校区等地开展期均一年的技能集训，
促

奢靡之风问题前三位，占此类问题总数 80.0%。

助申请预约，
提升法律援助的可及性和便利化。

进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得到较快增长。 ■ 申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