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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亳州市全
面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扎实
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有
力推进 58 项改革任务，重
点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形
成了村级集体经济 “联合
体·组合投资·优先股 ”模
式、邻长制组织体系、公检
法重要岗位交流轮岗全覆

盖、政治建设监督检查指标
体系建设等一批原创性改

革成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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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组织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聚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亳州市成
功举办药博会，支持药品研发及生产经营，
制定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奖励办法 ，992 个
中药配方颗粒品种进入省医保目录 ，22 个
药品品种成功转入亳州市生产。 现代中医
药产业规模突破 1200 亿元，集聚发展基地
产值增长 11.4%。

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加快推进
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与上海市奉
贤区、江苏省连云港市、浙江省衢州市建立
合作共建关系， 与 13 个沪苏浙园区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 双百万工厂化产业化肉羊养
殖、食品加工和冷链物流等项目建设加快推
进。 蒙城县成为上海市外蔬菜主供应基地，8
家企业获批全省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
工供应基地示范创建单位。 公安类电子证照
在长三角区域互认互通，与长三角城市医保
“一卡通用”。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深化“服务企业年”
活动，164 项证明材料实行告知承诺制，一般
工业项目审批时限压减至 27 个工作日以
内，新增市场主体 6.2 万户、增长 38.6%。

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 市、县两级
9769 个可网上办理事项实现全程网办，升级
改造 7×24 小时政务自助区，705 个市本级公
共服务事项 1 日办结，“最多上一次”事项占
比达 98.2%。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组织开展“火
热药都·惠民消费”等系列活动，累计带动消
费超 2 亿元。 建安文化广场获省十佳夜间文
旅消费集聚区称号。 发展直播带货、无接触
交易服务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网上零售额
达 83.3 亿元、增长 53.3%，总量、增速分别居
全省第四位、第二位。

深化金融系统改革。 发挥金融支撑作
用，申报并成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84.6

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 2395.4 亿元，总量居全
省第七位；同比增加 19.3%，增速居全省第六
位。 新增各类挂牌企业 112 家，实现直接融
资 130.2 亿元，金农易贷、金农企 e 贷等线上
信贷产品在全省推广。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粮食生产
实现“十七连丰”，农业总产值 190.4 亿元，增
长 2.3%、 居全省第二位， 全市商品粮总量
248 万吨。 “三品一标” 品牌认证总数达到
632 个、占全省 10%。花草茶项目荣获全国快
递服务现代农业金牌项目，线上销售额达 20
亿元。

推动乡村振兴。 加快编制多规合一的
村庄规划 ，深入推进农村环境 “三大革命 ”
“三大行动”和美丽乡村建设。 创新实行以
县为单位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联合体·组合
投资·优先股”模式，县区成立共富公司、村
成立振兴公司， 预计全市村级集体经济经
营收益达 6.4 亿元、村均收入 52.5 万元。 坚
持抓好土地增减挂钩工作， 获建设用地指
标 2.4 万亩。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
根本政治制度 ， 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
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 审议通过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 紧扣五大发展行
动计划 、三大攻坚战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等中心工作 ， 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10
项 ，作出决议决定 3 项 。 任免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 49 人次 。

积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 出台《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的实施意见》。 开展新时代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情况督查，推动中央、省委及
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走深走实。 推进政
协党的建设，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党
的工作对政协委员全覆盖。 深入开展协商
议政和民主监督活动。 积极推进委员进社
区活动 ，开展基层民主恳谈试点 ，在 24 个
乡镇（街道）52 个村（社区）先后举办基层民
主恳谈会 62 次。

积极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 。
支 持 民 主 党 派 持 续 开 展 脱 贫 攻 坚 、污
染防治民主监督 。 召开民营企业座谈

会 ，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 同心合力
共抗疫情 ， 全市统一战线累计捐款捐
物 2707 万元 。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三下乡 ”示范活动 。 谯城区牛集镇蒋
楼民族村荣获全国第三批 “特色民族
村寨 ”荣誉称号 。

积极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 。实
施非公经济组织团建攻坚行动 ， 全市非
公企业团组织数量全省第一 ；推出 “巾帼
贷 ”业务和线上带货活动 ，帮扶巾帼企业
家复工复产 、渡过难关 。 市工商联抗击疫
情服务企业复工复产获省工商联通报表
扬 。 积极推进基层文联组织建设 ，谯城区
魏武社区成立全省首家社区文联 。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认真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爱国主义教
育两个《纲要》，深化“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
主题教育。 “中国好人”上榜人数连续 4 年居
全省第一，涌现出刘双燕、张孝飞等一批先
进典型，“中国好人榜”网上发布活动在亳州
市举办。 推进制止餐饮浪费、倡树文明新风

行动。 加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蝉联省级
文明城市称号。

提升网上线下宣传实效 。 在蒙城县
开展网络综合治理改革试点 ，成立市网
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 ，加强网上涉亳舆
情监测 。 4 个县 （区 ） 级平台 、86 个乡
（镇 ） 级平台 、36739 只农村广播全部建

成投入使用 ， “村村通 ”广播自然村通响
率达 95 .3% 。

丰富文化载体建设 。 建成村级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 1306 个 ， 覆盖率达 97% 。
市广电中心投入使用 。 三县融媒体中心
通过省级验收 。 谯城药王村和涡阳辉山
村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 建成社会
足球场 78 块 。成功举办 2020 年全国象棋
男子甲级联赛 、 全国健身气功网络视频
大赛 。

扎实推进“邻长制”改革。 严格依照《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
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领导核心作用 ，建立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片—组—邻” 邻长制基层组织体
系 ，选配片长 9224 名 、组长 2.7 万名 、邻长
10.8 万名，打通社会治理体系延伸到户“最
后一米”。

扎实推进城市建设管理现代化。 坚持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

念，城市功能和品质持续提升。 市中心城区
117 个城建项目完成投资 41.2 亿元。 5G 网
络覆盖市中心城区和三县县城。 6个省级开
发区全部实现集中供热。市中心城区雨污分
流改造和易涝点整治顺利推进，城市内涝问
题得到根本改观。

推进 “城市大脑 ”建设 。 完成 “城市大
脑 ”数据 、业务 、技术 、物联感知四个平台
搭建 ，数字化城管数据普查与采集范围扩
展至 162 平方公里 ，一体化城市综合运营

管理中心完成建设。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列入省级第一期（2020-2022 年）、全
国第二期 （2023-2025 年 ）试点 ，落实综治
中心实体化运行 ，融入 “邻长制 ”基层组织
体系 ，深化城乡社区警务 ，推进 “一村一
警”工作。

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挂牌整改。 深化“铸
安行动”，组织开展“1+2+22”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大
排查， 举行高层建筑消防救援应急演练，建
立四级网格结构， 实现隐患排查信息化管
理，共排查安全隐患 80978 处，已整改 79962
处，安全生产实现“三降四无”。

持续深化乡镇敬老院改革。推进全市 137
家公办敬老院与乡镇卫生院融合发展。

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组建城乡义务
教育联盟 19 个， 新建成投用公办幼儿园 46
所、公办中小学 33 所。 继续完善午餐供应、
课后延时服务。 亳州学院中医药学院即将开
工，亳州职业技术学院获准建设省级高水平
应用型技能型大学。 深化中小学教师“县管
校聘”管理改革，完成交流轮岗校（园）长 99
人，交流教师 2353 人，符合条件学校实现交

流全覆盖。
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建立多元复合

式医保支付方式，实现全市医保数据“同人、
同城、同库、同网”，付费执行率达 70%以上。
事前 、事中 、事后一体化 “医保智慧监管模
式”， 入选全国医疗保障经办精细化管理服
务典型案例。

推进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 。 组建 8
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市人民医院 “卒中
中心 ”“胸痛中心 ”通过国家验收 ，急性胸

痛患者的综合救治 、脑卒中多学科联合规
范诊疗等方面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每千人
口医疗机构床位数 5.49 张 ，完成市 “十三
五”规划目标。

深入促进就业创业。 组建市外出务工人
员返岗就业工作指挥部， 主动与长三角 26
个城市签订员工返岗复工健康互认协议，农
民工外出返岗就业 130 万人。 “外出务工人
员管理系统”被人社部评为“优秀就业服务
成果”一等奖。 打造“亳工招聘”网上工会品
牌，达成就业 1.2 万余人。 持续开展“亳州老
乡，请您回家”和助力青年学子创业活动，直
接带动就业近 4 万人次。

加强乡镇生态环保机构建设及效用发
挥。 全市共设立 89 个乡镇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站，在岗 712 人，实现县区全覆盖，共排查
生态环境问题 14416 个 ， 解决问题 14277
个，发挥了基层环保铁军作用。

加快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 全市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

85%以上， 规模养殖场治污装备配套率达
95%以上，在全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交流
会上作经验交流。

加快建设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 围绕
护绿、增绿、管绿、用绿、活绿，已建设 15 个
林长制改革示范点， 完成植树 0.62 万亩，完
成森林长廊建设 126公里。

持续深化厕所革命 。 完成改厕 3.51
万户 ， 对 2017 年以来财政安排的农户改
厕进行逐村逐户排查 ， 整改问题厕所
30187 户 。

市领导带头落实市中心城区网格化包
保责任。 组织 2000 多名各级党员干部下沉
社区参与大气污染防治， 开展九查九做，落
细落实道路冲洗保洁、柴油车治理、中药材
初加工污染治理等具体举措，PM2.5完成年度
任务。

持 续 推 进 基 层 党 组 织 标 准 化 规 范
化建设 。 “一村一策 ”整顿软弱涣散村
党组织 63 个 ，全面实施 “红色物业 ”工
程 ， 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新组建党组
织 152 个 ，城市领域基层党建工作 “领
航 ”计划 2 个案例入选省级示范库 ，在

全省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上作交
流发言 。

深化“一月一课一片一实践”改革成果。
登台授课党员累计 21 万余人次， 制作警示
教育片 52 部，活动开展率达 95%以上，全市
各级在职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

实现常态化。
深化公检法重要岗位交流轮岗。 深入推

进县区公检法领导班子成员及内设机构、派
出机构、下属单位正副职交流轮岗，符合条
件的 393 人全部交流到位。

积极做好村 “两委 ”班子培养 。 坚持
严管和厚爱结合 、 激励和约束并重 ，制
定 《激励村 “两委 ”干部干事创业八项举
措 》等 。

深化政治建设监督检查指标体系建
设。 继续探索完善《全市各级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政治建设监督检查参考指标》，细化
140 个检查要点， 归纳 224 个常见问题，推
动未巡先改和巡察工作规范化， 解决政治
建设和巡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持续推动乡镇纪检监察工作协作区

制度化规范化。 探索加强对农村基层 “小
微权力 ” 的监督制约 。 在全市 1344 个村
（居）选举配备 1527 名村级纪检委员 。 梳
理 “三资 ”管理 、城乡医疗救助等 13 类事
项，细化危房改造、扶贫资金使用等 27 项
权力清单 ， 明确镇村及职能部门等主体
145 项责任清单 ， 根据责任清单制定 110

项监督清单。
不断深化基层减负行动。 坚持只搞真

的、不搞假的，带头执行省委持续解决形式
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若干措施和正负
面清单。 严格落实“基层减负年”各项要求，
市级发文和开会数量， 在上年大幅下降基
础上又分别下降 26.6%、64.4%。

（本版图片由亳州市委宣传部、市委政
研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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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辛县朱集村第一书记刘双燕在黄蜀

葵生产车间。

振兴产业助脱贫。

亳州农村新貌。

闻名遐迩的花戏楼。

志愿服务温暖“城市美容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