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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匹配岗位 及时推送政策

亳州大数据提升就业服务质效
本报讯 （记者 武长鹏 通讯员 刘景

侠）“点开‘皖事通’，进入亳州市页面后，
在显眼的位置就能看到 ‘亳州稳就业’字
样，我就是通过这里找到了工作。”4月 15
日，亳州市民凡影丽一边用手机向记者演
示，一边告诉记者。近日，亳州市依托大数
据搭建稳就业公共服务平台，提升就业招
聘智能化水平。 据统计，目前该平台已发
布求职人员信息 40407 个、 用工企业 83
个、在招职位 4446 个，已有 2289 人成功
匹配用工需求。

今年以来， 亳州市人社部门和数据

资源部门密切配合， 搭建大数据就业服
务平台， 提高落实稳就业保就业政策的
实效。平台根据各类群体需求，智能筛选
出与之匹配或相关的信息， 通过精准推
送为供需双方高效对接牵线搭桥。 人社
部门在平台上设置了“找工作”“找人才”
“我要找活干”“找人干活”“找政策”“参
加培训”六大板块。 通过该大数据平台，
个人可以找工作，企业也可以顺利招工。
日前， 利辛县浩翔农牧有限公司刚通过
稳就业平台招到 30 名工人， 包括技术
员、饲养员、兽医等岗位。

为方便没有专业特长的群众就业，
该市在大数据平台上专门开辟针对零工
服务的板块 “我要找活干” 和 “找人干
活”。 53 岁的市民刘春平通过稳就业平
台找到了工作， 目前正在市区一家建筑
工地工作，一天工资 160 元。 “我平时都
在零工市场等活， 听说手机上点开这个
平台就能找工作，我就试了一下，没想到
真找到了。 ”刘春平说。

在为各类就业人群提供就业信息服
务的同时， 稳就业平台还设置了 “找政
策”“参加培训”两大板块，网罗各类就业

创业政策、及时发布各类培训信息，不仅
可以在这里找工作、招工人，还可以及时
收到平台推送的就业政策和技能培训信
息，充实个人职业技能，帮助企业提升稳
岗扩就业能力。

·编后·
稳就业需要做实包括岗位信息归集

提供、 职业技能培训等在内的就业创业
服务。 亳州市依托大数据搭建公共服务
平台， 提高了就业政策的落实效果和群
众就业成功率，提升了就业服务质效。

视 点

4 月 14 日， 由省文联主办，省
美协、省书协和省摄协共同承办的
“携手共圆小康梦” 书画摄影展在
合肥市合柴 1972 文创园开幕 ，展
出书法作品 80 幅、 美术和摄影作
品各 100 幅，重点展现了大别山革
命老区、皖北地区和沿淮行蓄洪区
等脱贫攻坚的新变化新面貌。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携手共圆小康梦”
书画摄影展开幕

特色林业带来民富村兴
■ 本报记者 张旭初

本报通讯员 方千

山坡上生长着野茶， 峭壁上盛开
着映山红，小桥流水人家，游客欢声笑
语， 在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枞阳
县白梅乡岩前中心村， 游客纷纷前来
“打卡”。

4月 9 日，记者看到，这里有民宿客
栈，有野生茶采摘体验园，有果园采摘基
地，有亲子游主题休闲乐园，有拓展训练
的户外营地。 三三两两的游客边摘茶边
聊天，说笑声回荡山谷……

“没想到如今有这么大变化！ ”在
岩前村七家山白洼茶园， 正在摘茶的
村民吴银兰说， 在当地政府和扶贫工
作队的帮扶下，她家 2019 年底顺利脱

贫，家庭年收入达 4 万多元。
“我每天能摘三四斤鲜叶，一个茶

季，20 来天能挣 2000 多块。”吴银兰一
边摘茶一边告诉记者。

岩前村党总支书记胡德祥介绍 ，
这几年村里摘茶高峰期用工在 90 人
左右，几乎都是当地村民。

岩前村位于枞阳县偏远山区 ，交
通条件差， 曾是当地闻名的穷山村 。
2014 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196 户、
人口 662 人。 如今，脱贫攻坚改变了这
个穷山窝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格局 ，路
通、水通、网通。 “从 2019 年开始，村里
发展特色种植和休闲旅游等特色产
业，当年就打了个‘翻身仗’，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到 6.7 万元。 ”岩前村村第一
书记吴和敏介绍。

2020 年， 岩前村开始流转农户的
自留山发包给致富能人发展特色产业。
“发展油茶220亩，合同签30年，头一年
给村里3万元，按每年8%递增；发展绿
茶300亩，合同签10年，头一年6万元，前
3年按每年8%递增。 今年以来，村集体
经济积累了70余万元。 ”胡德祥说，除高
山野茶，集体山场还有5050亩，已流转
了1600亩。

4 月 2 日，岩前村村民代表大会刚
通过决议，流转 780 亩集体山场，用于
发展特色林业产业。 “我们依托当地优
越的生态环境，尝试建起了 28 亩优质
饮用菊花种植基地。 在帮扶单位工商
银行枞阳县支行的帮扶下， 村里在景
区道路两旁设立广告牌， 每年又可以
增加 3 万元广告收入。 ”胡德祥说。

金融活水浇灌青青山林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王太新

一棵棵薄壳山核桃的枝头已冒出
片片嫩叶， 配套栽植的红叶石楠和三
角枫也开始蹿起了个头。4 月 12 日，在
全省首个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现
场———全椒县神山国有林场东山作业
区，记者看到，幼苗已经郁郁葱葱，生
机勃勃。

今年 2 月，总规模 39.9 万亩、投资
38 亿元的安徽省首个国家储备林项目
在全椒县启动。该项目一期工程计划在
该县孤山、瓦山、神山 3 个国有林场建
设 11.43 万亩国家储备林。 项目启动
后，全椒县迅速行动，目前已造林 3000
多亩。

“建设国家储备林既能破解森林可

持续经营、生态短缺和木材短缺长期并
存等难题，又可以带动全椒县林业高质
量发展。 项目启动以来，我们 300 多人
积极抢抓春季造林黄金时期，每天正以
造林百亩的速度快速推进，计划到 5 月
份造林面积可达 5000 亩， 实现首年建
设目标任务。 ”承担建设任务的全椒县
森园林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何
章谦说。

“金融活水的有力支撑增强了我们建
设的信心。 ”何章谦告诉记者，国家储备林
政策性贷款为他们解决了发展的后顾之
忧，一期工程总投资 12.45亿元，国家农业
发展银行提供贷款 9.3亿元，利息不高，国
家还贴息。日前，首笔 3000万元贷款已经
打到公司账户，解决了购苗款问题，确保
了后期供苗商持续供苗。

全椒县林业局局长陈兴道告诉记

者， 受传统林业发展见效慢等因素影
响，金融机构考虑到现金流等问题，很
少有银行愿意投资林业， 导致林业发
展融资难、融资贵。

为打破这一瓶颈， 全椒县抓住建
设国家储备林项目的机遇， 实施立体
化造林， 在树种选择上统筹考虑国家
建设需要和经济效益因素， 大多选择
既可以结果又适合在当地生长的薄壳
山核桃、麻栎等。 林区内还配套栽植绿
化树木，短期内就可实现经济效益。

“国家储备林是国家战略的需要，
也是‘两山理论’的重要实践，作为一
家政策性银行， 支持国家储备林项目
发展责无旁贷。 全椒县林业部门的创
新方案也解决了项目现金流不足的问
题。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滁州分行副行
长曹潺告诉记者。

黄山市开展
诚信纳税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洪雷）近日，黄山

市税务局开展 “徽商诚信纳税意识代
代相传”宣传活动，邀请 A 级诚信纳税
人代表参观中国徽州税文化博物馆。

宣传活动以徽商“诚信纳税”为主
题，讲解税收文物历史故事，运用黄山
税务微信公众号等向纳税人直观展示
大量馆藏赋役文书、 徽州名人家风家
训、 各类有关徽商诚信经营纳税著作
文章, 生动讲述明清时期徽商诚信纳
税的感人故事。

创建于 2005 年的徽州税文化博
物馆是我国第一座税文化专题博物
馆，通过实物、图片、声光电技术再现
古代赋税征派场景，藏品主要分为图
册 、契约 、税票 、官文和器具五大类 。
博物馆以新媒体拓展税收文化，以古
鉴今。

村民落水 民警施救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马奔

“张恒菖同志，你在群众危难时刻，
挺身而出、积极勇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人民警察为人民’的神圣承诺。 ”4 月 14
日下午， 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负责人到

交警支队一大队事故中队， 向荣立个人
三等功的张恒菖、 获嘉奖的冯楷两名民
警颁发奖章和证书， 并转达组织的关心
和问候。

4 月 12 日晚 10 时 20 分左右，民警
张恒菖、 冯楷和工作人员曹继平在砀山
县办案后返回宿州， 途经 G237 国道某

路段时， 忽然发现前方有一辆车亮着尾
灯急转方向，他们立即驾车赶到池塘边，
看到一辆轿车正在快速下沉，一名男子在
水中挣扎， 还有一名男子半个身子在车
里，随着车辆沉入水中。情况危急，张恒菖
从车里拿出游泳圈、救生衣就跳进了冰冷
的池水中，冯楷、曹继平也迅速从执勤车

辆上取出车载安全防护救援设备，在岸边
配合救援。张恒菖抱着游泳圈奋力划到车
辆落水点，首先将救生衣抛给在水面挣扎
的落水男子，确保其可以浮在水面，然后
在落水车辆内不停摸索，紧急救助那名随
着车辆沉入水中的男子。

在同事的协助下， 张恒菖将一名落
水男子救上岸后， 又折返成功救起另一
名落水男子。 在确保没有其他落水人员
的情况下才上岸， 张恒菖与赶来的砀山
交警一起将二人带至附近的镇卫生院进
行检查。 经救治，两名男子平安无事。

·社会广角·

六安新举措吸引人才就业创业

本报讯 （记者 袁野 通讯员 储勇）
近日，六安市印发《进一步吸引高校毕业
生等人才在六安就业创业支持重点产业
发展若干政策》。 该市从 “引才”“育才”
“留才”“安才”四方面推出 15 条措施，吸
引人才在六安市就业创业。

据介绍， 本次新出台的人才政策为
六安市历年来含金量最高的政策， 首次
把高技能人才与高层次人才同等看待，
首次把高职、高专、技工院校毕业生纳入
人才范围。 同时， 该市还对技能人才培
养、使用、创业推出了系统性举措。

六安市此次推出的引才新举措强

化了高层次人才住房保障、 生活补贴，
加大了高层次人才工作补贴，鼓励重点
企业引才聚才，鼓励人力资源机构招才
引智。 同时，大力推进技能人才培养，支
持重点产业企业根据人才能力、质量和
业绩，按照科研人才 、技术支撑人才和
管理人才等类别， 自主评定人才序列，
并赋予相应工作职责，提供相应薪酬待
遇。 该市还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高
校毕业生在六安市见习 、就业 、自主创
业，并为人才提供解决配偶子女工作和
子女就学 ，以及就医 、出行便利服务等
一系列综合措施。

淮南去年水利投资完成量全省居首

本报讯 （记者 柏松 通讯员 何金

坤）近日，淮南市水利建设入选 2020 年
度全省落实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
明显地方督查激励建议名单。 该市 2020
年度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258438 万元，完
成率 111.3%，完成量居全省首位。

淮南市将水利建设任务分解到责
任单位 ，按照 “抓前期 、保开工 、抢进
度”进行分类建档 ，形成目标任务一张
表，建立“项目、责任、问题 ”三清单 ，实
行挂图作战，清单管理。 针对水利建设
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困难 ， 淮南市提供

保姆式服务 ，加大水利工程招投标 、建
设监理 、施工招标等环节的服务力度 ，
并把水利建设纳入年度目标管理绩效
考核。

该市组建市县（区）工作专班，抽调
业务骨干集中办公、实体运作，按照“日
碰头、周总结、月盘点”的要求建立专班
工作会商制度，加快工程建设进度。近年
来， 淮南市水利建设考核连续位居全省
前列。 总投资 60.61 亿元的淮河干流正
阳关至峡山口段行洪区调整和建设工程
顺利推进。

蚌埠开展企业管理咨询诊断活动

本报讯（记者 孙言梅）近日，蚌埠市
印发 2021 年重点企业管理咨询与诊断
活动方案，通过委托行业专家、知名高校
和第三方机构，以一对一 “定向 ”诊断 、
“专家”专题诊断和“培训”系统诊断等多
种形式， 对重点企业开展管理咨询与诊
断活动， 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

蚌埠市企业诊断活动以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开展 ， 诊断内容重点围绕
企业的战略规划 、营销管理 、人力资源

管理 、精益生产 、工业设计 、财务管控
和全面质量管理等七个方面 ， 帮助企
业诊断在管理、研发 、工艺 、工业设计 、
产品 、 品牌以及绩效等方面存在的主
要问题 ， 协助企业剖析问题 、 挖掘潜
力，提出解决思路和改进方案 ，引导企
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促进企业管理
创新 、模式创新 、组织创新 、技术创新
和绩效提升。

今年， 蚌埠市重点企业管理咨询与
诊断活动将服务企业 300 户以上。

铜陵高效推进小麦赤霉病防控

本报讯（记者 刘洋）铜陵市今年小
麦播种面积 26.8 万亩， 该市成立小麦
赤霉病防控督查组和技术指导组，高质
高效推进赤霉病防控工作。 目前，全市
小麦赤霉病统防统治已完成 19.39 万
亩次。

铜陵市全面落实 2021 年小麦赤霉
病防控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强化“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分类指导、分区施策、科
学用药、节本增效”的防控策略，扎实开
展专业化统防统治。截至 4 月 8 日，该市
共组织 36 个专业化防治组织，投入智能
植保无人机、 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等高效

植保机械 165 台。
当前是防控关键期，铜陵市将赤霉

病防治技术信息传递给广大农民；通过
“农业技术交流群 ”“种植大户交流群 ”
等微信群提醒大户抢抓防治适期，选准
对路药剂，开展科学防控。 该市还举办
小麦赤霉病技术防控现场会，通报小麦
赤霉病发生趋势，向小麦种植大户等发
放小麦赤霉病防治技术明白纸，现场展
示无人机喷洒农药等防治技术。 铜陵市
各县区和普济圩农场也组织召开技术
培训会议。

淮北举办
食品工业博览会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4 月 16

日，全国各地众多知名企业、参展商齐
聚淮北市，共赴 2021 淮北食品工业博
览会。

2012 年以来，淮北食博会已成功
举办过八届，今年是第九届。本届博览
会更加注重实效，通过新数据盘点、新
趋势研判、新模式探索、新产品推广等
创新方式， 举办长三角食品产业协同
发展高峰论坛、 新品云发布会暨供需
企业产销对接会、 全展直播 PK 秀等
活动， 采取供采双向匹配邀约的形式
提高展览品质、优化现场服务、打造信
息高地、引领行业风向，从而搭建面向
全国、放眼世界的“数字创新平台、科
技转化平台、信息汇聚平台、招商引智
平台”，打造全国有广泛影响力和较强
吸引力的食品行业专业展会， 服务行
业转型升级，服务淮北经济发展。

4月 17 日， 来自全省各地的 20 多名劳动模范在歙县蜈蚣岭白茶梯田采摘高山
茶叶。当日，“弘扬劳模精神 助力乡村振兴”安徽省新时代职工文明实践活动在歙县
璜田乡举办。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滁州南谯区加大禁渔执法力度

本报讯（记者 周连山 通讯员 董超

周钟鸣）滁州市南谯区加大区域、部门联
动执法力度， 开展水产品专项市场排查
行动，加大禁渔执法力度。

南谯区实施“区域联动执法+部门协
同执法”模式，与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开
展流域联动执法 4 次， 没收非法捕捞工
具 3 台(套)；农业农村、水利等多部门开
展打击禁捕区捕捞滁河水产品违法犯罪
专项联合整治行动 16 次，组织巡逻队开
展巡查 96 次， 投入巡逻力量 300 余人
次，发现、处理 6 起违法捕捞行为，销毁
“三无”渔具 954 件（套）。同时，设立滁河
沿岸“鹰眼”监控系统，配备多元智能感

知系统，进行全方位监控。
南谯区将线上禁限售目录纳入平台

禁售商品服务名录和违禁词库， 对相关
违法违规信息及时采取下架信息、 终止
平台服务等措施； 在线下开展以农批市
场、农贸市场、商超等水产品专项市场排
查行动。

该区通过组织退捕渔民实用技能培
训、专项招聘会、开发社区（村）公益性岗
位、安排廉租房等措施，推动退捕渔民转
产安置全覆盖。 对纳入长江流域重点水
域退捕渔船管理信息系统的 62 名渔民，
全部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退捕渔民
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全部发放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