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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家园垃圾分类知识线上答题圆满结束
参与人数近 5 万人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绿色家

获 200 元答题奖。 所有中奖的参与者可于 11 月 10 日前前

园，争做分类达人。日前，由合肥城市管理局、市场星报

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金寨路 327 号国轩凯旋大厦一楼无

社主办，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协办的“守护绿色家园

限极安徽分公司（电话：
0551—62696700）领取奖品。

附：
“答题赢好礼”
获奖者名单
姓名：彭*友

手机号：186****2351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和平路街道裕溪路和平家园

合肥市‘ 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评选大赛”正式启动。从

记者了解到，在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评选阶段，还将适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2 日，为期 20 天的合肥市垃圾分类知

时在合肥市四大主城区（庐阳、瑶海、包河、蜀山）举行四

姓名：周*武

识线上答题圆满结束。先后参与答题及点赞的人数达

场“垃圾分类优秀家庭”现场比赛，对垃圾分类理论知识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双岗菜市场

到近 5 万人。

和实操等进行现场 PK。

姓名：信*

本次活动意在引领推动合肥市垃圾分类向纵向发展，
活动分为答题赢好礼、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评选两部分。

每个城区将通过报名及从垃圾分类知识答题的优胜
者中各产生 10 组家庭进行初赛，四大城区分别赛出两组

“答题赢好礼”活动自 10 月 12 日起，截至 11 月 2 日，
参与答题得分 60 分以上者 14000 余人，
获奖 120 余人。根
据规则，每天在参与答题的读者中抽取多名幸运参与者，
获得价值 30 元～200 元礼品。11 月 2 日 5 名幸运读者分

家庭参加决赛，最终评选出 4 组家庭为“垃圾分类优秀家
庭”，颁发合肥市“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证书。
有意向参与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评选的家庭也可以通

第四届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推优典礼将在六安举行
星报讯（记者 吴笑文） 以“百年风华，光影有

品共计 2886 部，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

你”为主题，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安徽省委网信办、

浙江省国家安全厅、安徽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等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安徽省电影局、六安市人民政

各行各业，以及北京电影学院、同济大学等各大高

府和安徽广电传媒产业集团主办的第四届中国红

等院校等。其中征集主竞赛单元作品 530 部，线

色微电影盛典推优典礼，将于 11 月 7 日～8 日在安

上视频平台作品 2356 部，线上话题播放量超 8 亿

徽六安举行。推优晚会将于 8 日晚 19 点在六安市

人次。百部优秀作品及最佳微电影、最佳短视频、

红剧场举行。

最佳导演、最佳演员等多个项奖将于推优晚会现

本届盛典共收到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份报送作

手机号：133****6620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双岗菜市场
姓名：李*

手机号：138****3709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双岗菜市场
姓名：李*

手机号：158****2121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阳光尚景苑

过市场星报官方微信或所在区城管局报名。

百年风华 光影有你

手机号：180****5748

合肥庐阳区拟建
铁路遗址沿线生态公园
庐州公园二期先行区年内建成开放

场隆重揭晓。

第三季度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公布 庐阳区获得补偿最多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建设部门获悉，合肥市庐

阳区铁路遗址沿线环境整治项目即将启动设计程序，在
废弃的铁路专用线周边区域规划建设商贸、文化、宜居示
范区。

废弃铁路专用线沿线建生态公园
庐阳区铁路遗址项目北起北二环，南至界首路，贯穿北
一环与北二环，南北贯穿海棠街道、亳州路街道。因该铁路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11 月 2 日，合肥市生态

自 2018 年起，合肥市开始实施环境空气质量

环境局、合肥市财政局通报全市 2021 年第三季度

生态补偿暂行办法，对各县(市)区、开发区实行季度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考核结果，除安巢经开区外，其

考核，以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

为彻底改善周边环境，拟通过环境整治、绿化美化、品

他县（市）区、开发区均获得补偿。

平均浓度季度同比变化情况为指标，建立考核奖惩

质提升等举措，为铁路沿线周边居民打造集绿色、健身、人

从公布的第三季度各县（市）区、开发区生态补

和生态补偿机制。季度 PM10、PM2.5 平均浓度同

文于一体的休闲场所，规划建设商贸、文化、宜居示范区。

偿结果来看，庐阳区、肥西县、长丰县获得补偿金排

比不降反升的县（市）区、开发区需缴纳生态补偿资

名前三，分别为 63.50 万元、42.13 万元、37.25 万元。

金，用于补偿空气质量改善的县（市）区、开发区。

专用线已废弃，周边环境较差，影响周边市民生活出行。

通过科学规划布局，准备利用铁路遗址沿线建设生态
绿地公园，并对周边环境改造提升。该项目采用设计总承
包模式进行招标。按照近期、中期和远期工作部署，铁路遗
址沿线及周边区域提升以临泉路为界，一期实施临泉路以

涉案金额超千万！

合肥查获一起非法经营药品、保健品案
星报讯（黄河 陆秋阳 记者 王玮伟） 日前，合

品、二类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无标签

肥市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联手侦破一起非法

无厂家无生产日期的“原枝鹿茸片”、三无宣传用播

经营药品、保健品等涉嫌多种违法行为案件，经初

放器、外包装无中文字样的“足贴”、熊胆明目抑菌

步核实，该案涉及全国 1 万余名老年群众，涉案金额

护理液等共万余件。

达 1000 余万元。

北至北二环路海棠公园。

庐州公园二期先行区年内建成开放
记者还了解到，庐州公园二期项目中的先行区将于今
年年内建成开放。
庐州公园二期项目是合肥市建设的“十大公园”之一，

通过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管和公安部门的多

其建设范围东至林湖路及合福铁路、西至西二环及董大水

今年 7 月 2 日，合肥市长丰县市场监管局基层

次联合会商研判，办案人员确定了侦查思路，先后

库溢洪道沿线，南至顺河北路、北至北二环沿线及一期南侧

执法人员在对食品经营企业现场核查时，发现辖区

奔赴山东临清、济南、莱芜以及安徽阜阳等地开展

界限，覆盖区域较广。除了传统的生态、休闲、运动等功能

内某咨询公司陈列的商品庞杂，并涉嫌无证经营药

对涉案药品和医疗器械溯源调查。经过市场监管

外，该项目还将融科普教育、民俗、历史文化展示等人文元

品和医疗器械。经查，该公司负责人现场无法提供

部门连续 7 天的突击询问，长达 40 余天的调查取

素于设计中。

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备案和食品经营许可，

证，初步掌握了大量事实证据，因涉案金额、违法行

执法人员协调公安机关配合，现场共扣押涉案药

为等涉嫌构成犯罪，该案随即移送公安机关侦办。

颍上县首部院线电影《守望》即将放映

庐 州 公 园 二 期 先 行 区 将 于 今 年 年 内 建 成 ，并 对 外
开放。

导演到全体演职人员，都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投身到影片的创作之中，克服了许多困难，付出了艰辛的

了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小说一经出版便在社会引起

努力。影片能够与大家见面，凝聚了剧组全体人员的心血

强烈反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阜阳市委

和智慧。电影《守望》的上映，是颍上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件

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颍上县的文化公司与中宣部直属单

大事喜事，实现了颍上院线电影零的突破，被评为安徽省

位根据韩文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了电影《守望》。经过近 1

重点文艺项目、阜阳市重点文艺项目，为颍上县影视文化

年的努力，
电影《守望》即将于 11 月 11 日上映。

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是颍上文化产业迈上新台阶的重

推介活动在一阵欢快的锣鼓和花鼓灯表演中正式开

要标志。王秀梅在致辞中表示，颍上县将以《守望》上映为

始。颍上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秀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新的起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旅产业，传承

10 月 30 日，颍上县隆重举行电影《守望》的映前宣传

致辞。她说，颍上人杰地灵，人文荟萃，风景如画，各项事

保护颍上传统文化、特色文化、民间文化，推进实施一批重

推介暨大型文艺演出活动。该县首部院线电影《守望》将

业蒸蒸日上，蓄势待发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战略机

大文化项目建设，培育颍上文化，讲好颍上故事，传播颍上

在 11 月 11 日与全国广大观众见面。

遇，与此同时，该县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挖掘、研究、培育

声音，
让文化软实力成为发展硬支撑，
加快建设文化强县。

据了解，
《守望》是颍上本土作家韩文仲以颍上农村为
大背景，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农村大批劳务输入沿海城市的
社会现状，展现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的真实画卷，侧面反映

和发展，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长篇小说《守望》正是
这一丰硕成果的具体表现。
王秀梅在致辞中表示，剧组在颍上拍摄期间，从制片、

推介会上，参会领导为在电影《守望》创作、拍摄过程
中做出积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和现场颁奖。
■ 武万勇 记者 杨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