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村喝上安全水。

义务门诊进社区。

荩 为困难群体提

供就业培训。

推进九华黄精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
池州市结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
乡村振兴， 对地方特色产品———九华
黄精进行品牌保护与产业发展， 助农
民增收。

该市组建市级九华黄精产业协会，
对九华黄精品牌进行授权使用，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加强品牌市场管理；实施池
州市九华黄精产业行动计划，挖掘与九
华黄精有关的诗词典故、 民情民俗、故
事传说等文化资源，支持九华黄精文化
系统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 积极组织九华黄精生产加工企业
参加各种博览会、展销会、交易会，利用

电子商务平台和新兴媒体等手段，开展
品牌宣传，拓展销售渠道和市场，扩大
九华黄精品牌市场影响力。

目前，该市制定出台九华黄精产业
发展三年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发展
目标和重点工作；新增九华黄精种植面
积 5500 亩； 对全市九华黄精主要种植
基地和重点加工企业进行摸底，筛选 25
个种植基地（重点加工企业），并采集相
关信息，用以制作池州市农业特色产业
基地分布电子地图，目前提交有关制作
方制作；对全市在建、拟建黄精产业重
点项目进行摸底，筛选 15 个项目，并对
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跟踪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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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座无虚席的礼堂，到乡村的农家小院；从
面对面的生动宣讲，到网络平台的同频共振；从
满头白发的老党员， 到一张张稚嫩的面庞……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池州市精心谋划、创新
形式，通过一场场深入透彻的宣讲、一次次鲜活
生动的解读， 有力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党
史、干事创业的信心和热情。

党史课堂“分类上”，全面兴起
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该市以党员干部带头学，巩固完善“六学”
形式，建立健全“三项机制”。发挥市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示范引领作用，开展集中学习 5 次，其中
专题研讨 3 次。各级党委（党组）迅速行动，做好
指定书目学习使用， 通过中心组学习、 专题研
讨、读书班、举办党校公开课等形式加强学习；
青少年群体重点学。发挥校园主阵地作用，开展
“听”百年瞬间、“说”百年辉煌、“读”百年心声、
“赛”百年风采、“践”百年传统系列活动。在全市
各学校周一至周五定时播放百年瞬间等音频资
料。 开展“三员讲党史”，遴选党员教师、团员青
年、少先队员组建市级青少年党史宣讲团，开展
主题宣讲每人 10 场。 围绕建党百年主题，举办
各类赛事 110 余场， 组织中小学生到革命遗址
开展实践活动 189 场次；基层群众广泛学。组建
市委宣讲团，赴各县区举办宣讲报告会 7 场。各
县区纷纷组建特色宣讲队，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开展宣讲。东至县组建民歌传唱宣讲队，创
作官港民歌《党史就是一盏灯》八首，以民歌形
式讲党史。 截至目前， 共组织各类宣讲 460 余
场，受众 12.5 万余人次。

红色资源“创新用”，不断提升
党史学习教育鲜活度、感染力

该市通过“基地+线路”，打造红色看点。 统
筹推进革命文物、 旧址保护修缮和红色景区景
点开发利用，提升东至木塔红军纪念馆等 11 个
红色教育基地功能， 推进石台新棚红军总医院
等 2 处旧址复建工程。 打造红色旅游景区景点
16 处，培育红色讲解员、红色导游 300 余人，策
划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3 条， 其中 1 条线路入选
党史学习教育安徽 30 条红色资源精品线路 ；
“文艺+媒体”，讲好红色故事。编撰《中国共产党
池州百年大事记》等地方党史出版物，在市直媒
体上线“池州红色地图打卡”活动，创作革命题
材广播剧《凌霄花开》、黄梅戏《旗映牯牛降》等
7 部重点红色文艺作品；“挖掘+展现”， 提炼红
色精神。开展“皖美追寻”红色资源挖掘活动，实
地探访方志敏率北上抗日先遣队途经陵阳等党
史事件发生地，挖掘整理凌霄、江小妹等烈士事
迹。东至县围绕上世纪 70 年代根治水患虫疫的
奋斗历程，提炼“创、拼、闯、干”的东至“治水精
神”，通过“拍摄专题片、打造展示馆、上好实景
课”的形式，把党员群众亲历的奋斗史，变为党
史学习活教材。

党员干部“领衔办”，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党史学习教育开始后，该市迅速响应。 3 月
22 日 ，出台工作方案 ，明确全面排查 、建立清
单、认领交办、组织实施、跟踪问效 5 个环节，围
绕生态环境、 乡村振兴等 8 大重点领域列出民
生事项 2200 余件。 全省实施方案印发后，该市
对照要求明确 20 项重点任务，深入开展“进万
户、访千企、走百县、解十难”行动。领导带头。各
级领导带头认领相对复杂问题及重大事项，推
进民生实事落地落实。市委书记方正、市长朱浩
东带头认领“城市停车乱、停车难”“重点群体就
业难”等 4 件重点实事，其他市级领导主动认领
重点实事 43 件，提出措施 92 条。 统筹推进。 与
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新一轮深化“三个
以案”警示教育、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等有机
结合，形成各级领导带头示范、职能部门履职尽
责、党员干部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截至目前，
各类实事办理顺利有序推进。

巡回指导“压茬干”，层层压实责任

4 月 1 日， 市委专题研究巡回指导工作方
案。4 月 19 日省委巡回指导动员部署会议召开
后， 该市紧接着于 4 月 20 日召开全市巡回指
导工作动员部署会，印发《巡回指导工作手册》
《近期被指导单位工作清单》， 确保精准指导。
全覆盖。 4 月 21 日起，7 个巡回指导组陆续进
驻 73 个被指导单位 ，5 月 8 日实现进驻全覆
盖。重实效。5 月 13 日，该市召开巡回指导工作
调度会，围绕各指导组发现的问题，共梳理意
见建议 88 条。

主体责任扛在肩，为民办事落实处

解决城市“停车乱、停车难”
市民出行舒心便捷

今年，池州市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停车
难”问题，由市委主要领导牵头，深入调查研
究，全面梳理，深入细致研究后，形成调研报
告，提出政策性、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案。

该市对 《池州市中心城区停车设施专项
规划（2016-2030）》实施情况开展评估 ，按照
“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修订完善《专
项规划（2021-2035）》。扩大增量。厘清沿街建
筑立面外广场停车场产权问题， 全面摸排已
施划的停车泊位，重新规划改造；加大老旧小
区改造力度； 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停
车设施，节假日、高峰期对外开放。 盘活存量。
开展释放地下停车位专项治理， 加强小区内
富余道路停车位施划。 全面摸排城市闲置地
块、现有生态绿化广场，提出改造方案。 对占

用消防通道车辆、“僵尸车”、农用车、工程车
等违规停放车辆进行清理。 规范网约共享单
车管理。解决关键节点交通拥堵问题。制定中
心城区交通专项治理优化方案， 采取增加右
转车道、调整车行道分道设置、优化护栏设施
等办法， 解决长江路与翠微路交口等重要路
段交通拥堵问题。 差别化疏导管理。 对学校、
商场、医院周边的停车点，按照“路内高于路
外、路外高于配建、地上高于地下”的原则，科
学制定停车收费标准，运用价格调节手段，引
导车辆停放。 推广智慧停车。 依托池州“数字
化城市管理系统”，建成多功能、智慧化的停
车管理系统，采取错峰停车、限时停车、夜间
停车等灵活机动的临时停车模式， 缓解停车
压力。

解决重点群体“就业难”
让困难群众生活有着落

池州市针对群众反映多、 涉及面广的重
点群体“就业难”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兜底安
置就业困难重点群体就业， 着力解决重点群
体“就业难”问题。

该市就业大市场和各县区人力资源市场
每周三、周六常态化举办“2+N”招聘会，全市
各级人社部门联合相关部门， 根据年度计划
安排，针对退役军人、残疾人、失业人员、贫困
劳动者、 退捕渔民等重点群体适时举办专场
招聘会；举办两场大型公益招聘会，为重点群
体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援助、就业指导和培训
推荐等专项服务； 开发公益性岗位 2500 个，
兜底安置就业困难重点群体就业， 着力解决
重点群体就业难问题； 将重点群体技能培训
列入 2021 年职业能力建设工作要点，全年开
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17120 人次； 协调市
残联、退役军人事务局、农业农村局等行业部

门，开展针对性政策宣传。 6 月底，全市残疾
人、退役军人、贫困劳动者、农村转移就业劳
动者、 退捕渔民等重点群体政策知晓率有较
大幅度提高。 同时，全面落实重点群体免费职
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对就业困难人员、零
就业家庭成员、 退捕渔民培训期间给予每人
每天 50 元生活费补贴。

该市针对各类重点群体举办个性化专业专
场招聘会，提供精准招聘服务，优化公共就业服
务。截至 5月 25日，编印发放《就业创业政策汇
编》、《职业技能培训政策》、 政策宣传挂历、海
报、环保袋等各类宣传品 8.3万份，设置政策宣
传服务台 68次。 全市开展“2+N”招聘活动 165
场（其中退役军人 6场，退捕渔民 3场，残疾人 1
场，农村转移劳动力 14 场），参会企业 1960 家
次，提供就业岗位 38904个，进场求职 20816人
次，达成就业意向 4883人。

整治老旧小区

优化群众生活环境

东至县尧渡镇梅林社区齿轮厂小区，始
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初，有 494 户居民，历经
近 60 年风雨的老旧小区年久失修、居住环境
差，加上没有物业管理，小区内垃圾乱扔、污
水横流、车辆乱停乱放、绿化种菜、路灯损坏
无人修理等等，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的生活。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东至县将
齿轮厂小区纳入 2021年民生工程———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 随后，尧渡镇就小区改造的内容、
标准以及在施工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和
困难，与居民进行面对面交流，并收集了 80 多
条建议。

目前，这个“60 岁”的老旧小区，经过两个

多月的改造，地下管网畅通了，污水横流现象
不见了；规划建设了 38 个停车位，乱停乱放
现象有了明显改观，消防通道畅通了；被居民
占用种菜的绿化地重新绿起来了； 县交警大
队配合环卫公司对小区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整
治，墙头的牛皮癣被铲除了；小区里安装了路
灯和监控，小区居民出行更加安心了。

今年，池州市计划整治主城区 78 个老旧
小区，总建筑面积 193.31 万平方米，主要实施
雨污分流、管线整理、道路畅通、优化增设停
车位、增设公共配套设施、宅间绿化提升、垃
圾分类集中投放、增加智慧安防、完善消防、
改善照明设施等改造，惠及居民 1.86 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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