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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深做实党史学习教育
赋能“三地一区”两中心建设

“‘红的士’挂上爱心送考的‘绿丝带’，党
员驾驶员就应该为民办实事！ ”高考期间，蚌
埠市百辆“红的士”驾驶员积极投身到“爱心
送考”公益活动中，“学党史 红的士”这条传
承红色基因的流动“风景线”，架起服务百姓
出行的“连心线”。

在机关，在企业，在社区村居，在珠城的
大街小巷，一次次学习党史的行动坚定，到处
是一个个为群众办实事的身影。 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蚌埠市提高站位抓推进，拉紧绷
直“工作链”，高标准高质量组织开展学、用、
办等各项活动，确保取得扎实成效，赋能“三
地一区”两中心建设。

站稳“学”这个基点，创新上好“党史课”。
蚌埠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率先做到党史 “每
月一学一研讨”。 全市各级党组织因地制宜，
推出“五个每日”“‘医’起学党史”等一系列有
创意的学习活动，各行业各领域创新载体，扎
实上好“党史课”。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落到基层， 蚌埠市
以“忆征程、话初心、庆华诞”为主题，组织党

员教师录制党史学习短视频，覆盖全市 50 多
万名中小学生。充分发挥蚌埠智慧教育优势，
利用“班班通”智慧教育平台，组织全市 875
所学校中小学生收听 《中国共产党百年瞬
间》。依托“蚌埠青年”公众号，推出“新青年说
党史”专题。 全市 56111 名团员通过“青年大
学习” 网络平台参加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团课学习。

该市组建领导干部 、专家学者 、文艺团
体、青年骨干、网络媒体及 “百姓名嘴 ”基层
理论宣讲团等六支宣讲队伍 ， 灵活运用调
研宣讲 、报告会宣讲 、面对面宣讲 、艺术化
宣讲 、互动式宣讲 、网络宣讲等六种形式 ，
开展 “进机关 、学校 、企业 、乡村 、社区 、网
络”等“党史六进 ”活动 ，突出宣讲活动热在
群众 。 目前 ， 全市已开展党史专题宣讲近
2000 场次。

夯实 “用 ”这个支点 ，全面激活 “红资
源 ”。 蚌埠红色底蕴深厚 ,70 处革命遗址诉
说峥嵘岁月 。 依托最珍贵 、最鲜活的教材 ，
该市组织编纂出版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蚌

埠历史》《蚌埠市抗战主要遗址保护和综合
利用》《淮河阻击战 》等系列史志专著 ，把红
色资源写进书本教材。 摄制文献纪录片《剑
指江南 》，录制文献专题片 《淮畔烽火 》《三
进淮上》，制作 《铭记革命历史 继承烈士遗
志 》等党课专题片 ，把革命历史搬上屏幕 。
精心策划的 “剑指江南———渡江战役总前
委孙家圩子旧址陈列展 ”入选中宣部 、国家
文物局公布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精品展览”。

利用红色资源，精心打造红色移动课堂。
4 月 5 日， 由蚌埠首发， 途经井冈山的跨省
Y311/Y122 次“红色旅游专列”正式开通；4 月
19 日，“渡江总前委，红色孙家圩”红色公交
专线开通运行；6 月 3 日，100 辆 “学党史，红
的士”开始运行。蚌埠还推出“红色一日游”线
路，将蚌埠市革命历史陈列馆、淮北西大门抗
战烈士陵园、 新四军淮上行署纪念馆等红色
旅游景点串珠成线。

紧扣 “办 ”这个落脚点 ，倾心为民 “办实
事”。蚌埠市结合常态化开展“四级书记”带领

万名干部下基层“访民情、解民忧、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深入实施“进万户、访千企、走
百乡（村）、解十难”行动。 全市各级党政领导
带头到社区报到，26 名市领导以上率下，全
市在职党员 2 万人次到居住地开展志愿服
务。全市党员干部伏下身子到基层访民情，征
求意见建议 1.7 万余条。 市长热线共受理市
民诉求 7700 多件，直接办理 5500 多件，派单
交办 2200 多件，办结率 100%，综合满意率达
98.75%。

围绕“建设‘三地一区’两中心”“推进民
生工程”“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社会治理”等
方面，该市向社会公布首批 11 个市级为民办
实事项目 ， 各县区各单位分别制定项目清
单， 进行公示和推进。 “市域公交一体化项
目” 的实施， 使蚌埠城乡居民享受到 1 元乘
车的均等化服务；供电部门靠前实施“哨兵+
哨队+指挥中心” 工作模式， 覆盖 133 个小
区，解决群众用电烦心事 500 多件；蚌埠高新
区帮助辖区企业招录职工 1200 多名，有效解
决“用工荒”。

一企一策助发展

“1121.26 万元的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从申请到入
账只用了 3 天时间,现在的税收服务既精准又迅速。 ”
在蚌埠市淮上区， 安徽辉隆和美科创医药化工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夏仲明对不断刷新的留抵退税业务审批速
度感触很深。

在夏仲明记忆中,企业第一次申请留抵退税时仅仅
是审批就用了 8个工作日,前不久企业再次申请留抵退
税,申请当天就审完,到账仅用 2 个工作日。 “资金链的
运转更活络,企业生产经营更有后劲。 目前公司正开足
马力生产,我们有信心把企业做大做强。 ”夏仲明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蚌埠市淮上区税务局组
建 5 支青年突击队,以“党旗引领办实事,一企一策助发
展”为主题,积极开展企业走访系列活动,向重点企业开
展“滴灌式”精准辅导,并持续拓展“非接触式”和“一次
不跑”办税缴费事项清单范围 ,用“跑网路”来代替“跑
马路”。 通过“税企直连”平台，该局及时跟进辖区各项
目进度,了解掌握企业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享受时间节
点 ,“零延迟 ”响应企业涉税诉求 ,为重点项目纳税人
提供精准服务， 切实把党史学习成效转化为促发展的
动力。

“送来的政策太及时了 ,今年可以减免近 90 万元
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让企业肩上的担子轻了
不少。 这笔资金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节省下来的税款
可以投入到新厂房建设中。 ”安徽合一冷链股份有限公
司会计高培告诉记者,因为还在创建初期 ,企业这几年
持续投入,现金流压力非常大。 淮上区税务部门获知企
业的难处后,特意安排专家团队奔赴现场 ,为企业 “把
脉”,根据相关规定量身定制税收优惠政策,给企业发展
注入强心剂。

老李脚下有“底气”

雨水刚歇， 家住蚌埠市禹会区长青乡杜
郢村的李金才一大早就发动三轮车， 打算去
地里转一圈。

“才下过雨，地皮湿着呢。 这会跑到地里
去干啥?”看见李金才坐上三轮车，妻子在一
旁很是关心。 “现在路好走了，谁还看老天爷
的眼色，抬腿就走再也不怕泥打脚。 ”说完，李
金才就骑着三轮车出发了。

李金才脚下的“底气”，源于家门口那条
刚修好的水泥路。 杜郢村党支部书记朱锦介
绍，村里基础设施年久失修，部分村组道路破
损严重，下雨天更是泥泞不堪，给村民生产生
活带来极大不便。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杜郢村坚持学
党史与办实事相结合 ， 聚焦民生 、 主动作
为 ，着力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 ”问题 ，修生产
路 、绿化村庄 、调解纠纷……用真情把实事
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在修路的过程中，年轻
党员李学峰带头移栽自家十几棵石榴树，老
党员曹步自发动手后移围墙， 大家积极参与
集资修路，齐心合力解决群众难题。

目前，杜郢拓宽改造的五组生产路已基
本完工， 其他便民项目也在抓紧实施中，在
改善村民出行条件的同时也方便了生产，为
经济发展带来了源头活水。

小扶手解决大问题

“楼道口有了扶手 ，上下台阶稳当多
了，以后再也不怕磕碰摔倒了。 ”近日，家住
蚌埠市蚌山区龙湖一品小区的王阿姨开心
地说。

龙湖一品小区隶属宏业村街道第四社
区， 共有 11 栋居民楼， 现有住户约 2000
人，其中一半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今年 4
月，在一次社区居民议事会上，不少居民反
映该小区相当一部分楼房门口有两级台
阶，由于没有扶手，一些上年纪和行动不便
的老人出入成了问题， 一不小心易摔倒或
发生其他意外。

居民事，无小事。了解到群众诉求后，
第四社区工作人员立即对现场进行查看，

发现多栋住宅楼一楼
都存在无扶手问题 。 随
后 ， 社区与小区物业合作 ，
立刻着手采购相关材料 ， 组织
施工人员安装爱心扶手。 不到一个
星期，所有楼道口均安装了扶手。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蚌山区始终
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工作抓手，解决了一批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仅以龙湖
一品小区为例，社区就先后实施了破损道
路修补 、小区凉亭翻修 、议事长廊改造等
项目，让小区环境越来越美，居民幸福感不
断提升。

荒地变公园 休闲好去处

“以前这儿就是一片荒地 ,旁边还有条臭
水沟 ,大伙儿经过沟边时 ,都会下意识地捂起
鼻子。 没想到现在变化这样大。 ”怀远县褚集
镇褚集村村民褚先彬说起家乡新建的褚家集
公园,激动不已。

走进褚家集公园,景观石、凤台铜像、四角
凤台亭、休闲长廊错落有致 ,路灯、公厕、座椅
等设施一应俱全 ,石楠、榉树、紫薇等草木芬
芳,一派生机盎然。 “每天早晚,这里可热闹了,
大人小孩都爱到这里耍一耍。 ”褚先彬告诉记
者,以前村里缺少室外娱乐活动场所 ,大家农
忙之余,只能凑在田埂边聊天,“自从建了这个
公园 ,大伙晚上吃完饭没事 ,都喜欢来溜达一
圈,跳跳舞。 环境好了,心情也好了。 ”

褚家集公园所在地位于镇区重要枢纽
道路北二环南侧 ,西临三湖大沟 ,南靠街道中
心路 ,过去这里杂草丛生 ,时间久了荒草比人
还高 ,再加上水沟水质发黑发臭 ,严重影响村
民的生活及镇区形象。

褚集镇党委书记刘化俭介绍， 今年，该
镇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 , 在突出抓好人居环境
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的同时 ,聚焦百姓
关心问题 ,通过配套建设 ,把闲置荒地变成群
众喜爱的休闲公园，提升群众获得感。 该镇
还充分发挥村级公益性岗位、保洁人员作用 ,
对褚家集公园进行长效管护 , 同时镇村两级
根据实际情况对公园进行定期维护。

“充电桩装到了咱心坎儿上”

告别了“充电焦虑”,蚌埠市禹会区长青
乡居民韩京侠美美地睡了个舒坦觉。

韩京侠所居住的六公里花苑小区是禹
会区长青乡还原安置小区,自交付以来,楼道
堆、高空抛、停车乱、飞线充电等现象常有发
生。 乡物业办采取了巡查、张贴温馨提示单、
现场劝阻等方法,却收效甚微。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针对诸多难题,
长青乡协调成立安置小区业主委员会, 由乡
物业办、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和小区业主
共同协商推进小区日常管理, 通过细化管理
服务模式,建立物业管理工作制度,切实解决

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针对小区充电难问题， 乡物业办立即组

织相关单位与居民面对面交流， 通过与业委
会多次沟通，对安装位置、数量等广泛征询意
见，按照交通便利、出入方便、使用率高的原
则，责令物业取消地上所有机动车位，用于无
偿停放非机动车， 并完成对小区室外非机动
车充电桩设备的安装工作。 最终，600多个充
电桩均匀分布于小区每栋楼下，供居民使用。

“别看这充电是小事,可让我烦恼了好一
阵子。 ”韩京侠说,“这充电桩真是装在了咱的
心坎儿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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