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教材，助革命薪火代代传

烈火铸魂、英雄肝胆壮山河的邱少云；英勇不屈的小萝卜头；吃苦耐劳、勇往
直前的工农红军……26 位小选手依次上场，激情演讲。 这是近日芜湖市利民路
小学举行“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比赛的一个场景。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利民路小学突出“学”“教”“做”一体化教育，认真
做好“三落实”，激励广大师生从建党百年光辉历程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引导广
大少先队员重温红色经典，回眸历史瞬间，致敬英烈人物，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
代代传承。

悟思想守初心，落实一个“学”字。 学校党支部做好党史教育规划，配好配齐
“四本”教材，引导教师党员认真学习研读。 开展“‘一三一’党史天天学”活动，即每
天教师一分钟、晨会大队辅导员领学生三分钟、家长一分钟共同学党史。 同时，深
掘教材中的红色经典，用微党课的形式制作符合学生群体理解的红色教材。

明方向担使命，落实一个“教”字。 该校用好红色资源教育，开展多种形式的
“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活动。其中，党支部结合党日活动开展“走红色征
程，学红色经典”活动，少先队开展“学党史，知党恩”少先队员讲党史故事比赛。
该校还联合江湾社区举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观影实践活动，联合芜南社
区开展“传帮带”红色宣讲活动，开展“长三角百佳校歌献礼建党百年”融媒体展
示活动，以师生传唱校歌的方式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办实事开新局，落实一个“做”字。 该校致力于为民服务，办老百姓心中家门
口最优质的学校，切实解决“上学难，上好学更难”的问题，率先实施放心午餐、安
心午休、爱心托管、暖心助困“四心工程”，仅参加爱心托管的人数 3000 余人，占
比 9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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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芜湖市坚持“三
抓三突出”，采取一系列压实责任、严督实导的
举措办法，推动全市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抓规范，突出“学”。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史学习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纲， 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在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一是规范层层学。芜湖市
委将党史学习教育列入每周党政联席通气会的
一项重要议题，坚持“逢会必讲”“逢会必学”。 组
织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赴无为市新四军七师师
部旧址进行现场学习， 邀请省委宣讲团来芜作
专题辅导， 示范带动全市县处级党组织开展专
题学习 982 次，举办读书班 120 余场，发放参考
资料 70万册。二是规范指导学。对加强“六学”，
健全“三项机制”作出规范性制度安排。 印发《芜
湖市党史学习教育“机关评学”实施方案》，拟定
党史学习教育《“集体研学、领导领学 、典型带
学”方案》和《党员互学方案》，用以指导不同层
级、 不同对象的党史学习教育， 提高学习针对
性、有效性。 三是规范宣讲学。 组建党史学习教
育市委宣讲团、“举旗帜·送理论”基层党史专题
宣讲市级宣讲团以及各类基层宣讲队伍， 进企
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络开
展党史专题宣讲活动。 规范分层分类宣讲，针对
青少年、非公企业党员、流动党员及老党员等不
同群体，采取“百名校长讲红色故事”、上门上工
地送宣讲、现场宣讲与“云端”宣讲相结合等多
种形式宣讲党史。 利用“两微一端”开展网上宣
讲，录制“举旗帜·送理论·学党史”党史学习教
育网上大课堂等。

抓特色，突出“效”。 把党史学习教育效果
体现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上，落实在
为民办事、推动发展的过程中，切实防止学习
教育与实际工作“两张皮”。 一是围绕大局促发
展。 把学习教育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制定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自贸试验区建设、“双
招双引”等一批政策举措，实现了一季度经济
开门红；倡导服务企业“1%工作法”，通过实施
重点企业“一企一策”、重点行业“一行一策 ”、
全市面上“综合施策”，千方百计帮企业降本增
效，努力实现全市企业平均利润率在现有基础
上提高 1%。 创新推出政企“畅聊早餐会”，每周
以特定主题或产业分类邀请部分企业家参加，
搭建政企沟通平台。 截至 6 月 15 日，“畅聊早
餐会”已举办了 10 场 ，面对面了解 38 家企业
需求，收集问题诉求 51 件，已解决 10 件，协调
解决企业贷款 2300 多万元。 二是聚焦民生办
实事。 梳理汇总“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
801 条 ，已完成 328 条 ,各县市区 ，开发区新增
办实事项目 709 条，已完成 582 条。 目前，已出
台了改善就医服务十大举措，在全市中小学全
面实施放心午餐、安心午休和爱心托管“三心
工程”，开展了“老年人助餐”试点，设立“菜蓝
子”保供稳价平价专柜。 三是创新形式显特色。

各县市区、各单位立足实际，创新各类载体，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
来、“实”起来、“火”起来。弋江区打造党史学习“弋”字品牌，开展“弋起
学”“弋起读”“弋起做”等系列活动。 鸠江区围绕“九个百”（百场读书
班、百场党史宣讲、百场寻访红色印迹、百人红色文艺创作、百个党员
驿站等）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芜湖市档案馆深挖红色档案资源，推出包
括举办一个红色专题展、出版一套红色图书、开设一个“红色记忆”系
列专版等在内的“十个一”专项活动。 深化“青年大学习·一起学党史”
“红领巾爱学习”等网上主题团课、队课学习，目前点击量超百万。发起
“我为青年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组织青少年开展“红色寻访”主题活
动、“三下乡”社会实践和“红色传承”志愿服务活动。

抓调度，突出“责”。 对全市党史学习教育重点任务进行细化分解，
列出目标要求 7 项，梳理工作事项 36 条，逐个明确牵头单位、责任单位
和完成时限，把“软指标”转化为“硬杠杠”。及时成立 7 个市委党史学习
教育巡回指导组， 穿插安排市级巡回指导工作。 建立健全定期例会、
“双周一报告、一月一调度”、现场办公、经验交流等工作机制，定期召开
工作推进会，及时了解掌握全市面上情况，督促抓好工作落实。 截至 6
月 15 日，印发了 40 期党史学习教育提示单，通过采取清单式管理，对
阶段性学习任务、重点工作、注意事项实行跟踪反馈，对账销号，确保
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色。

“1%工作法”助企增效

6 月 7 日，芜湖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研服务企业“1%工作法”实施情况，
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1%工作法”是芜湖市委、市政府坚持党史教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推
进，着眼实施双招双引“一号工程”，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积极落实党史学习教
育“进万户、访千企、走百县、解十难”行动的创新举措。 活动旨在通过“有效市
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围绕企业的成本与利润构成，以集成、精准、务
实的工作举措，最大程度降本增效，使提高企业利润率 1%成为现实和长远追
求，努力实现政府服务成效可量化、企业发展获得感可量化和营商环境优化
可量化。

为推深做实“1%工作法”，芜湖市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围绕技术、能源、
用工 、物流 、税费 、融资等利润影响因素 ，分别选取重点产业 、重点行业有
代表性的龙头企业开展分类调研，深入剖析影响利润率提升的痛点 、难点
和堵点问题，找准问题症结。 每季度发布 1 次企业利润率综合报告或专项
报告；建立监测预警企业库，各相关部门对口分别选取 50 户至 100 户不同
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作为监测对象，实施动态监测 、及时预警 ，有针对性
地提出精准解决方案。 对标一流改进，对标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从
技术 、能源 、用工 、物流 、税费 、融资等方面逐项找差距 、查不足 ，借鉴好经
验 、好做法 ，以提高利润率 1%为切入点 ，谋划有针对性 、实操性的工作抓
手和举措。

目前，围绕提高企业平均利润率 1%的目标，芜湖市成立由分管副市长
任组长 ，各相关单位负责人组成的服务企业 “1%工作法 ”领导小组 ，下设
10 个工作组 ，分别制订具体工作方案 ，确保重点企业 “一企一策 ”、重点行
业“一行一策”和市级“综合施策”落实落地 、直达企业 。 在物流成本方面 ，
重点推进“江海联运”，减少转运环节 ，初步测算每个集装箱物流成本降低
2000 元左右 ；用工成本方面 ，鼓励企业加快 “机器换人 ”，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25 万工人每人每小时减少支出 1 元，节约用工成本 5 亿元；税费成
本方面，全市 1.7 亿平方米工业用地，每平方米下调土地使用税 3 元，减缴
土地使用税 5 亿多元。

念好“四字诀” 跑出“加速度”

无为市围绕“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四方面，念好“动、红、实、浓”四字诀，把党
史学习教育与加强党的建设、促进重点工作结合起来，跑出了发展“加速度”。

加强组织领导，让学习教育全面“动”起来。无为市委坚持学在先、做示范，带
头开展专题学习、深入基层调研、撰写理论文章，并赴新四军七师纪念馆，重温入
党誓词，接受教育洗礼，形成了以上率下、上行下效的示范带动作用。全市各镇各
单位积极开展“红色无为”专题党课、重温入党誓词、“打卡红色”等特色学习教育
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新走实。

激活红色基因，让学习教育“红”起来。 抓红色文化提炼，充分发挥无为党史
“富矿”作用，深入挖掘新四军七师、渡江第一船等本土红色资源，组织编撰《新四
军在无为》等书籍，弘扬先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抓红色文化创作，策划制作红
色视频，创作、编排革命题材庐剧《铁打的军纪》等剧目，制作《谁不说俺家乡好》
等电视专题片。 抓红色文化活动，特别推出“八个一百”党史主题系列文化活动，
其中，“百场红色文体活动”中的纪念新四军七师成立 80 周年文艺演出，线上线
下观众 10万人次以上。 抓红色人物引领，今年 3月，邀请渡江英雄马毛姐回到家
乡无为，为当地干部群众、少先队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

聚焦为民办事，让学习教育“实”起来。 广泛征求意见“找难题”，建立市、镇、
村三级“办实事”项目清单，全面开展“办实事”活动。截至目前，共梳理“我为群众
办实事”清单 5 大类 27 个小类 641 件重点事项，5000 余件小微实事，涉及民生
工程类、惠民惠农政策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类等，按照“化解一道难题、办成一
件实事”，已解决 408 个重点事项。 实施十项惠民行动，把“多年想办该办而未办
成的事”办实办好。

加大宣传力度，让学习教育氛围“浓”起来。 组建党史学习教育无为市委宣讲团
和“举旗帜·送理论”基层宣讲队伍，唱响党史宣讲主旋律，使党史学习教育的“触角”
延伸到农村、社区、企业等最基层。 创新开展“云宣讲”，在“智慧无为”手机台、“无为
发布”微信公众号开设“讲党史·话初心”党史专题讲座“云课堂”、红色经典诵读等专
栏。 集中全市媒体矩阵力量，用好“报、台、网、微、端、抖、第三方平台号”，创作 120个
党史微视频等系列可视化产品，开启党史宣传教育“云”模式。 “智慧无为”手机台开
展的“濡须风云知多少”党史知识网上竞赛活动，参与人员 1.25万余人。

芜湖市第二十七中学开展“青春向党·奋斗强国”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团日活动，邀请老党员张龙云讲述党的光
荣历史、伟大成就，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本报通讯员 陈洁 摄

６ 月 １８ 日，芜湖市
弋江区开展“巾帼心向
党·奋斗新征程” 最美
巾帼模范事迹宣讲活

动。 图为抗疫模范储菁
菁向同学们讲述巾帼

模范事迹。
本报通讯员 陈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