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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江济淮”
完成总投资近六成
二期项目可研报告已分别上报国家部委

本报讯 引江济淮是一项重大战略性水
资源配置工程，也是我省基础设施建设一号
工程。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截至 8 月底，工
程已经完成投资 520.3 亿元，
占工程总投资的
59.4%。目前，
引江济淮二期工程可研报告已
分别上报水利部和交通运输部。

截至 8 月底已完成总投资的 6 成
合肥是引江济淮工程的“主战场”，工程
涉及合肥市肥西县、
庐江县、
高新区、
蜀山区、
包河区、经开区、长丰县、巢湖市 8 个县（市）
区、开发区，26 个乡镇、社区、街道。今年以
来，
合肥境内的各项工程加快推进。
庐江节制枢纽主要由节制闸和船闸构
成，并在船闸右侧预留复线船闸。设计通行

1000 吨级船舶、
兼顾 2000 吨级船舶，
工期 30
个月。截至 8 月底，
临时驻地和各类场站建设
完成，
船闸主体工程土石方完成 70%，
上下游
引航道区域土方均已开始挖运。
工程建设能否加快推进，建设资金的保
障至关重要。在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协调之
下，
日前，
省引江济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国
开行安徽省分行正式签订引江济淮工程（安
徽段）项目 400 亿元贷款协议，贷款期限 40
年，其中宽限期 8 年，这也标志着引江济淮工
程（安徽段）项目融资贷款成功落地。
省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从正式开工建
设以来，截至今年 8 月底，引江济淮工程已经
完成投资超 520 亿元，占工程总投资的近六
成。

二期项目计划投资超 500 亿元
除了在建项目在继续推进，我省也在积
极谋划推进引江济淮二期工程。二期工程是
引江济淮主体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引
江济淮工程的配套和延伸，对于实现和发挥
引江济淮工程整体效益具有重要作用。
通 过 积 极 争 取 ，二 期 工 程 已 列 入 国 家
2020~2022 年重大水利工程开工计划。
“目
前，
二期工程可研报告已分别上报水利部、
交
通运输部。如获国家批复将有效缓解地方配
套工程建设压力，尽早发挥主体工程效益。”
根据可研内容，二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输水干线贯通工程、
城乡集中供水工程、
生态
修复与蓄水工程、航运网络扩能工程和智慧

调度系统工程，涉及全省 13 市 46 个县（市、
区），
概算总投资超过 500 亿元。
前段时间，省引江济淮集团与中国中铁
华东区域总部中铁（上海）投资集团在合肥正
式签订引江济淮二期工程项目投资合作协
议。双方将加强在项目规划设计、
投融资、
工
程建设、
资源开发等方面合作，
共同探索引江
济淮工程战略合作新模式。
根据协议，双方将设立项目协调推进小
组，
建立定期会商机制，
共同着力于构建工程
沿线城乡供水体系，提升国家高等级内河航
运格局，
推动巢湖及淮河生态环境修复，
打造
江淮地区生态走廊，
助力长江经济带、
淮河生
态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合肥报业全媒体记者 方佳伟

跨界记者：
“一笔一画”
画展将于本周六开幕

合肥市住房租赁交易
服务平台二期启动建设

本报讯 记者从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
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合肥市住房租赁交易
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市租赁平台）二期通过合
肥市政府采购中心组织的竞争性磋商方式招
标完成。
二期将在一期基础上，形成以网格化管
理为核心、
多部门协作管理、
多层级无缝联动
的租赁市场管理体系，逐步在全市范围内实
现
“以图管房、
以房管人”
。
据了解，合肥市租赁平台二期项目由安
徽三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中标，招标合同已
经正式签订。项目开发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共计数十人进驻项目实施单位市住房租赁中
心，
成立技术开发项目部，
与中心工作人员进
行项目实时对接，
问题汇总，
按照序时进度争
取在合同约定日期前上线。
合 肥 市 2017 年 成 为 住 房 试 点 城 市 ，
2019 年 7 月入选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试点城市。根据部委相关文件，对租赁
平台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市租赁平台二期建
设提上日程。

合肥市租赁平台二期历经提交请示、专
家论证、发改委立项、市信息中心、租赁中心
会同招标中心多轮编制，形成最终招标方
案。二期建设主要由优化升级改造和新增平
台功能两个部分组成，拟建设一个以住房租
赁基础数据为支撑的数据应用中心，建立存
量房源基础信息库、住房租赁企业和房地产
经纪机构数据库，
形成以网格化管理为核心、
多部门协作管理、多层级无缝联动的租赁市
场管理体系，
逐步在全市范围内实现
“以图管
房、
以房管人”
。
合肥市租赁平台于 2017 年 12 月完成一
期的上线运行工作以来，平台在培育住房租
赁市场、
规范住房租赁交易行为、
保障租赁双
方权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力保障合肥
市住房租赁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截至目
前，入网企业 474 家，注册用户 16.3 万人，房
源总数 22.4 万套，核验成功房源 14.1 万套，
租赁合同备案 9.4 万份，
有效促进房地产市场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合肥报业全媒体记者 余佼佼

中国科大发明检测 γ 射线辐射剂量新材料

不需使用仪器 新型薄膜一测便知
本报讯 9 月 21 日，记者获悉，中国科大
教授张国庆团队发明了一种新型亚克力树脂
薄膜材料，该材料无需使用光电倍增管和电
子仪器，
可通过薄膜荧光颜色变化直接判断 γ
射线辐射剂量的大小。该成果日前发表于
《美国化学会——应用材料与界面》，并已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
γ 射线，是波长短于千分之一纳米的高
能电磁波，
是核弹爆炸后的主要辐射源之一，
对人体有致命杀伤力。对 γ 射线的定量检
测，在核辐射防控、国家安全、医学检测和太
空探索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γ 射线的
辐射电离效应，由可以发生电离的气体或固
体、
光电倍增管和电子仪器组成的设备，
是目
前定量检测 γ 射线强度的常用仪器。
张国庆团队发现在 γ 射线辐射下，聚甲
基丙烯酸甲酯或聚氯乙烯亚克力薄膜中可以
定量释放酸性物质。基于此，该团队设计并

制备了一种全新的可用于检测 γ 射线辐射剂
量的亚克力树脂薄膜传感器。这种传感器本
质上是一种对酸碱性敏感、但在辐照条件下
稳定的喹啉类蓝色荧光分子。他们将该分子
包埋到亚克力树脂薄膜中，随着 γ 射线辐射
剂量的增加，
薄膜的蓝色发光强度逐渐减弱，
红色发光强度逐渐增强，两处荧光强度的比
值在较大的 γ 射线辐射剂量范围内符合线型
关系，能够方便、定量并且廉价地检测 γ 射
线。
该材料可以廉价吨级量产，在检测 γ 射
线的辐射剂量时，不需要其他电子元器件辅
助，
具有广阔应用前景。在极端情况下，
比如
遭遇核泄漏时，在泄漏的辐射源附近用无人
机空投这种一次性薄膜，通过机载激光进行
远程检测，便可得知辐射源附近的核辐射分
布。
合肥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瑜香 通讯员 桂运安

观展期间可互动参与批改
“作业”
本报讯 9 月 26 日上午，
由合肥报业
传媒集团主办的《一笔一画——知名媒
体人斗牛水墨山水画作业展》将在合肥久留米友好美术馆和大家见面。
本次画展作者是一位业余书画爱好
者，
主职是合肥晚报摄影记者，
画画是他
的爱好，
也是他的
“初心”
。
三年前在身体有恙后，他边坚持康
复训练边坚持工作之余重握画笔，
笔耕不
辍，
每日以一名学生写作业的态度练习山
水画。本次画展中的所有国画都是从他
日常近千幅绘画
“作业”
中精选出来的。
画展上，
观众可在展厅内 100幅国画
水墨山水作品中看到，
作者通过独到的眼
光将祖国的绿水青山和江河湖景通过自
己的理解和表现技法呈现。此次画展既
有对黄山的倾情描绘，
又有对家乡山村的
画意赞美，
还有其对西域雪山的蓝图探索。
记者了解到，此次画展组织者将首
次采取观众互动的形式增加观展的趣味
性。开幕式上，
观众可通过
“点赞我最喜

欢的作品”
形式，
互动参与批改画展上每
一幅绘画
“作业”
。
开幕式后，
画展将对公众开放，
展期
至 9 月 28 日，
观众可免票参观。
合肥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畅

自强之花在最美的年华绽放

张叶熙获评合肥市 2020 年新时代好少年
本报讯 家门口小河边的菜地里，
苋
菜、
辣椒、
韭菜、
茄子等一行行整齐地排列
着，
绿意葱茏，
生机勃勃。面积不到两分
地，
种有七八种蔬菜，
基本满足一家三口日
常所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这一切的主
要劳动力就是现年11岁的张叶熙。今年，
张叶熙获评2020年合肥市新时代好少年。
张叶熙的家庭是一个特殊的家庭。
父亲张乃斌今年 65 岁，
因患小儿麻痹症
导致一级残疾。母亲叶红今年 39 岁，患
有侏儒症，走路基本靠挪。张叶熙是家
里唯一的孩子，
所以，
她的生活和学习与
别的孩子截然不同。现就读于双墩镇罗
集小学四年级的她，在家里是个懂事能
干的好女儿，
很小就学会了做家务，
照顾
爸妈的生活；
在学校她是个勤奋刻苦、
乐
于奉献的好学生，
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主
动为同学服务。她的自立自强精神，乐
观自信的表现，
感染了身边的人。
张叶熙从小就孝顺懂事，
是父母的希
望。三岁时，
小叶熙就学着扫地、
收拾碗
筷。爸爸胳膊骨折住院期间，
小叶熙端水递
饭。上学后，
别的孩子放学后嬉戏玩耍，
她
却赶紧回家，
做完作业再接着做家务。当这
个年龄的同伴还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时，
张叶
熙已早早地担负起家庭的一部分责任。
张乃斌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

了政府多项补助。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
担，张乃斌有时到双墩集镇上为别人修
补鞋子，补贴家用。热心人还为他捐助
了代步车，可以接送张叶熙上学。张乃
斌还在亲友的帮助下，在屋前开辟了菜
地，
每年都种好几种蔬菜，
每天浇水都是
张叶熙一人承包。
在这个三口之家，
张叶熙个子最高，
可她毕竟还是个孩子，
家人为她准备了两
只小塑料桶，
她先从水沟里把桶灌上水，
然
后再慢慢地拎到菜地边浇菜。每次浇菜
时，
父母常在旁边看着，
小叶熙一边浇菜，
一边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告诉爸爸妈妈。
入学以来，
张叶熙始终严格要求自己，
把学校的要求内化为自觉行为。她处处以
身作则，
不仅仅在行为规范上为同学们树立
了榜样，
还协助老师管理班级，
是老师最得力
的助手。课余时间，
她爱和同学一起交流，
一
起做游戏。她总能及时提醒违反纪律的同
学，
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班风也越来越好。
特殊的家庭给张叶熙的生活和学习
带来了诸多不便，但并没有在她的心里
留下过多的阴影，相反，她在体育、文艺
方面都是活跃分子。学校运动会、班级
联欢会上，
都能看到她欢蹦乱跳的身影，
听到她悦耳动听的歌声。
合肥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骏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