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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一网通”国际人才服务
体系入选全国最佳实践案例
本报讯（记者 郑莉）国务院服务贸

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前发布
2021 年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第
一批最佳实践案例， 我省合肥市多点联
动精准打造“一网通”国际人才服务体系
成功入选。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合肥
市 “一网通 ”国际人才服务体系具有实
现横向拓展多部门资源联动、纵向深挖
多领域服务联动、面向全球高层次聚智
联动等主要特点。 合肥“一网通”国际人
才服务体系 ，以面向外籍人才 、海归留
学生、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等高层次
人才，整合合肥市人社、税务、科技等各
类人才信息资源 ，重点打造 “人才动态
一网展示 、人才政策一网通查 、人才项
目一网通报 、人才需求一网匹配 、人才
服务一网通办、 配套服务一网集成”的
立体式服务体系 ，构建开放型 、服务型
政府平台。

通过建设合肥国际人才城， 可集中
办理人才认定、项目申报、政策咨询、外
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出入境、户籍管理六
项内容， 满足人才落地过程中各个重要
环节的服务需求，形成配套服务“一窗集
成”。利用智能化手段深度挖掘企业及人
才的各项需求， 根据人才在平台的浏览
痕迹，分析用户喜好并进行智能推送，满
足不同人才的差异化需求， 达到千人千
面的效果，缩短信息获取路径。“一网通”
系统通过提供“在线店小二服务”，为人
才解答各类创新创业难题， 并分析沉淀
数据形成人才知识库， 系统后台通过分
类图表对人才需求进行研判， 为人才工
作者提供服务支撑。

“一网通”自 2018 年 10 月上线以
来， 目前具备 58 项配套综合服务功能，
线下窗口业务办理及咨询量达 9639 人
次，其中服务外籍专家 4120 人次，浏览
量突破 25 万人次。

连日来，旌德县白地镇
汪村村农民在高山梯田里

插水稻秧。 旌德县是全国第
一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实践创新基地 ，被国务
院纳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国
家级生态县。 该县在建设好
高标准农田的同时，针对山
区特点，部分高山梯田仍保
留了传统农耕，收割的稻草
又作为耕牛的过冬饲料，通
过养牛增收致富，形成生态
良性循环。

特约摄影 李晓红 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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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风习习的雨后，天目湖碧波荡漾，四周树木
葱茏。

5月 16 日下午， 记者来到江苏省溧阳市天目
湖湿地公园。 这里是溧阳市沙河水库的重要水资
源涵养区，其南部、西部与我省广德市、郎溪县相
邻。 而沙河水库，既是组成天目湖的两座大型水库
之一，也是溧阳市的重要水源地。

沙河水库的来水，主要来自我省广德、郎溪两
地。 长期以来，溧阳市与广德、郎溪两地达成生态
补偿机制，两地对来水区实施严格的保护政策，溧
阳市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这是苏皖两省生态大
保护县级政府层面的先行先试。 “我们与广德市共
饮一江水， 日常也进行生态环境执法联动。 这几
年，沙河水库上游来水的水质一直在好转，目前已
达到河流一类水质。 ”溧阳市天目湖镇党工委副书
记杨育美说。

好山好水出好茶。 江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
茶园，位于溧阳市和我省郎溪县的交界处，正处于
苏皖合作示范区内。 茶园总面积 3300 余亩，其中
1000 亩左右位于我省境内。 5 月 17 日上午，记者
来到这片茶园。 站在山岭上极目远眺，天目湖依稀
可见。 “我们站的这里是江苏， 路的那边就是安
徽。 ”江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余成宝指着山
岭另一头介绍道，“我们企业和安徽省郎溪县凌笪
镇下吴村有着 10 多年合作，流转了他们 1 万多亩
山林，其中茶园 1000 亩左右。 我们投入技术、承包
销售，目前还带动了几十名安徽农民在茶园工作，
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 ”

顺着山岭前行， 记者来到郎溪县凌笪镇下吴
村茶农吴定义的家。 只见院子开阔，三层小楼宽敞
气派。“我们村家家户户都种茶叶。我家除了有 200
多亩茶园，还种了 5000 棵樱花树。 ”吴定义笑着
说，“政府一直在提倡‘茶旅结合’，我正打算把民
宿开起来， 依托江苏天目湖和我们本地的旅游资
源，吸引江苏和本省的游客来赏花、买茶，把日子
过得更红火。 ”

开阔的湖面波光粼粼，远处点点帆影，近处繁花似锦……5 月 13 日下午，记者
来到无锡市“网红打卡点”———太湖贡湖湾湿地公园。

“以前的贡湖湾可不是这个样子。 当时这里有 165 个鱼塘、4 个蓝藻堆放点和 3
个污染企业，水质处于 V 类，蓝藻水华暴发风险高。 ”无锡经济开发区华庄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毛培新介绍说，经过多年治理，太湖水体已大大改善。 2020 年，无锡市又实
施了贡湖湾应急生态清淤工程，采用环保绞吸式清淤方式，对贡湖近岸 300 米水域
进行应急清淤，总清淤面积约 5.64 平方公里，总投资约 1.1 亿元。 今年 4 月初，工程
已基本完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太湖治理，也得益于周边城市的通力合作。 据无锡市蓝藻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张
铮惠介绍，去年，无锡和湖州两市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太湖蓝藻防控协作机制合作
协议。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太湖流域城市在协同治理方面将有
更多动作。 (下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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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满意是硬道理
———“学党史、办实事”系列谈⑨

吴林红

“人民所关心的就是焦点，人民所
不放心、不满意的就是我们的过失。 ”习
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省长时， 在 2001
年率先开展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
品放心工程”的专项工作，得到老百姓
广泛称赞。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 不论办什么事，让群众满意都是硬
道理。

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

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 这次党史学
习教育中，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就是要以为民办实事的成果

取得让群众满意的效果。 我省创新实施
“进万户、访千企、走百县、解十难”行动，
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得到了基层群众的点赞。然而实践中，尚
有难题亟待解决，仍有群众不够满意，这
是工作的差距，更是努力的方向。

让群众满意， 关键要树牢群众观
点，走好群众路线，做到需求由群众提
出、过程由群众监督、成效由群众评价。
问政于民方知得失， 问需于民方知冷
暖，问计于民方知虚实。 只有从最困难
的群众入手、 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
最现实的利益出发，找准查实基层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才能精准对
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各级
党员干部应该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

事， 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尽
职尽责地办，全心全意地办，真正把好
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上。

■ 本报记者 张岳

敢为人先研发出全谷物意面

5月20日，记者在“潘苗苗劳模创新
工作室”产品展示柜里看到，养生意面、
时尚意面、鲜拌意面、果蔬意面、自热面、
乌冬面等小岗系列面条令人目不暇接。

小岗村出了意大利面。 “当我提出要
用当地面粉做意大利面， 研发全谷物意
面，很多人都认为我疯了。 ”潘苗苗回忆
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听着“大包干”
故事长大， 潘苗苗与生俱来就有着一股
敢为人先、敢闯敢试的劲儿。

2013 年，全谷物意面在当时几乎是
件不可能的事情。全谷物虽好，但做面条
难成型、煮不透、口感差等如影随形，一
直是业界攻不破的难题。

潘苗苗就想当第一个 “吃螃蟹”的
人，并没有因为遭到质疑和反对而放弃。
“敢为人先是她的性格，认准的事绝不轻
言放弃，无论别人怎么质疑，她都会坚定
自己的选择。 ”爱人贺世民说。

潘苗苗的“敢为人先”，绝对不是任性
蛮干。这源于她15年从事粮食行业的摸爬
滚打， 源于她深耕粮食市场的经验积累，
更源于她对行业前沿发展的长远眼光。

在她看来， 一味追求精米细面的时
代正在远去， 消费者对粮食的需求变得
更加多元化。 她敏锐地察觉到低脂肪、低
热量、低胆固醇、高纤维含量的全谷物主
食越来越受到消费者追捧。

“我们小岗村面粉又细又白 ‘颜值
高’，虽热销全国各地，但不能满足于小
富即安，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 ”潘
苗苗说。她把小岗村面粉卖到全国，在她

的带领下， 家族式粮油加工厂华丽转身
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潘苗苗带领 “潘苗苗劳模创新工作
室”全身心投入到产品研发中，创新开发
平衡膳食结构、预防“三高”等亚健康疾
病的全谷物意面。 全谷物意面既能跟上
市场变化，又能实现企业产业转型升级、
延长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 带动小岗村
粮食种植和原粮基地建设， 填补我国高
档全谷物意面的空白。

产品创新意味着面临更多的困难。
市场环境、技术水平、个人能力、团队建
设、资金状况等一只只“拦路虎”，都在不
远处虎视眈眈。 别人的质疑、 未知的风
险、面临的困境等一座座大山，都会不期
而遇、接踵而来。

“这些年，她奋斗到凤宝面粉总经理
的位置上，早就是令人羡慕的‘白富美’，

完全可以过上安逸闲适的日子， 但她却
选择‘自讨苦吃’，不断突破自我。 ”同事
何礼喜说。

这些都没能阻挡潘苗苗勇往直前
的创新步伐。 “要跟上时代步伐，企业就
必须要转型，产品必然要创新。 这条路
是有风险的，是痛苦的，是少有人走的，
但是在我眼中都是值得的。 ”潘苗苗坚
定地说。 (下转 6 版)

———记安徽谷优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潘苗苗

用好红色资源，激发奋进力量
■ 本报记者 黄永礼

“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先烈们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缅怀先烈，忆苦思
甜，我们要牢记历史，强我中华。 ”5月16
日， 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的留言板上，
一位参观者用工整笔迹写下自己的真
切感受。

红色资源是最鲜活、最珍贵的党史
教材。 我省深入挖掘、用好用足用活红
色资源，努力让旧址遗迹成为党史“教
室”、文物史料成为党史“教材”、优秀模
范成为党史“教师”，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入脑入心、党性锤炼见行见效。

擦亮红色地标，追寻
奋斗足迹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坐落于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山山

埋忠骨，岭岭皆丰碑，是中国革命的重

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
3 月 21 日至 22 日，省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赴革命老区金寨，采取“理论学
习+现场学习+研讨感悟”方式，开展专
题学习，进行现场学习，瞻仰金寨县革
命烈士纪念塔、红军纪念堂等，重温入
党誓词，接受红色历史教育，为全省作
出了示范表率。

江淮大地，一方红色故土。 从安徽
第一个城市党组织中共安庆支部 ，到
第一个农村支部小甸集特支； 从百万
雄师过大江的渡江战役， 到敢为人先
的“小岗精神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在
安徽留下了辉煌丰厚的党史资料 ，涌
现出一大批革命烈士、英雄模范，形成
了一系列伟大精神。 据统计，全省拥有
各类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3318 处，其中
国保单位 25 处、 省保单位 121 处；各
类可移动革命文物 1.1 万多件（套）。

发挥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
命先辈多的优势， 全省各地充分挖掘

运用红色资源，擦亮红色地标，传承红
色基因。

肥西县广泛寻找红色地理标签，将
境内山南小井庄包产到户纪念馆、新四
军花岗伏击战旧址、马子中烈士墓等7处
红色遗址列为“红色地标”，通过增设红
色标志、广泛宣传报道、常态化开展查看
保护、组织群众性宣传等方式，放大红色
遗址地标效应。 据介绍，仅清明节期间，
县内“红色地标”累计接待瞻仰群众17万
余人次，有效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承。

利用党史学习教育契机，各地将分
散的红色资源串联起来，深化红色主题
教育基地内涵建设。

郎溪县依托毕桥镇夏雨初烈士墓
园等“三桥”红色教育基地，整理本土先
烈事迹、著名战役等内容，优化整合红
色资源集群，结合乡村振兴、基层社会
治理等创新实践案例，构建红色教育大
格局。 截至目前，已整理295名革命烈士
事迹材料，修缮更新革命旧址5处。 去年

以来，共利用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性教
育活动400余场次，2万余人次参与。

创新呈现形式，活化
红色资源

铜陵是渡江战役江南解放第一城。
今年以来，铜陵市以“江南解放第一城、
渡江第一船”为主线，整合浮山农民运
动讲习所、汤沟暴动等遗址资源，规划
10 余条红色精品线路， 让广大党员干
部在游学中感悟峥嵘岁月、在潜移默化
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着眼发挥党史的“营养剂”作用，各
地创新红色文化供给，组织群众性红色
教育活动，让红色资源转化为党史学习
教育的生动教材。

在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同时，省委统战部驻望江华阳镇
司阁村扶贫工作队积极帮助当地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 (下转 6 版)

小岗村的“新粮人”

感叹“中国奇迹” 瞩目中国经验
———中共领导和中国道路的世界印象

实事求是，从这里走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湖南篇

上月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6.7%
本报讯（记者 胡旭 ） 国家统计局

安徽调查总队发布数据，4月份，全省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7%，涨幅
比上月扩大1.8个百分点，创下自2017年
11月以来新高。 但从月度对比来看，4月
份PPI上行势头有所趋缓， 月环比上涨
1.0%，涨幅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

4月份 PPI 中， 生产资料价格环比
上涨 1.4%，涨幅比上月缩小 0.5 个百分
点； 生活资料价格由上月上涨 0.1%转
为下降 0.1%。 煤炭供给充裕，由于季节
因素等原因，用煤需求整体收缩，煤价
持续下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下降
2.9%， 跌幅比上月扩大 1.8 个百分点。
由于大米、面粉、生猪等原料价格回落，
农副食品加工业价格下降 1.1%， 跌幅
比上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 燃料价格总
体下行幅度较大，石油、煤炭及其他燃
料加工业价格由上月上涨 6.0%转为下
降 0.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分别

上涨 3.8%和 2.1%， 涨幅分别比上月回
落 0.4 个和 5.2 个百分点。 但由于需求
增加和成本上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价格上涨 5.1%，涨幅扩大 1.7 个
百分点。

从反映趋势性价格走势的同比指
标来看，受国内外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
品价格上行支撑，PPI涨势较快。 4 月份
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8.9%，涨幅比上
月扩大 2.7 个百分点， 主要行业价格涨
幅均有所扩大。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上涨 35.2%，较上月同比涨幅扩大
5.0 个百分点；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上涨 28.3%，扩大 8.2 个百分点 ；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 上涨
13.7%，扩大 6.2 个百分点；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 ，上涨 5.2%，扩大 2.6 个百
分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价格上涨 1.2%， 扩大 1.0 个百分
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由上月持平
转为上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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