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贴心服务打造一流企业开办环境

“现在办理营业执照真是太方便了 ，
全程在机器上操作，还不受时间限制 ! ”日
前，自主创业的王亮来到大通区政务服务
中心，插入身份证、刷脸认证、线上填写资
料、签名，提交后很快自动完成审核，营业
执照随即被自助机打印好，整个过程耗时
仅 10 分钟。

为创新打造“四最”营商环境 ，营造更
加公开透明便利的企业开办环境，切实为
创新创业添动能，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 淮
南市持续加强企业开办 “一窗受理 、一网
通办 、一次采集 、一套材料 、一档管理 、一
日办结 ”的 “六个一 ”体系建设 ，不断增强
市场主体获得感。

企业刻章、申领税控设备，政府买单，营
业执照、税票、公章、税控设备免费“包邮”送

到家，淮南市已经实现企业开办全流程“零费
用”。淮南市市场监管局企业登记注册负责人
李军告诉记者， 截止到 5 月底， 全市已通过
“一站式”平台设立市场主体 15806 家，为企
业减少开办成本 484.2万元。

为提升办事便利度，让企业零跑腿，淮
南市升级企业开办线上“一网 ”，整合线下
“一窗”，实现“一个环节、一次办理”。 通过
线下企业开办综合窗口实现“一窗受理，一
窗出件”，“一站式”服务平台实现可一条龙
办理设立登记、发票申领、社保开户、公积
金开户 、 银行预约开户 ， 材料数精简了
68.4%。 淮南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告诉记
者，自从推进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全程网
办、一日办结”，企业设立实现零见面，全程
网办率达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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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红色印记 激发奋进力量
———淮南市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综述

“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观看这些革命老物件，
见证革命历史，犹如穿越回到那段点燃星星之火
的岁月……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更要
接好新时代的接力棒！ ”日前，淮南市税务局的
“沉浸式党课”，通过情景还原学党史、观看文物
悟思想、初心如磐向未来三个专题，让党史学习
教育入脑入心。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淮南市将党史学习
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以悟思想为根本，
以办实事为重点，以开新局为目标，把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事、 解难事的实际行
动，进一步增强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走实走心、见行见效。

理论武装入脑入心
激发奋进的力量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12 军 35 师 104 团 1
营 1 连战士……” 在凤台县关店乡的党史课堂
上，93 岁的常国志正宣讲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
作为在抗美援朝战场亲眼目睹黄继光堵抢眼的
老兵，他的党史专题宣讲在当地掀起热潮。

每一次的党史回眸，都是一次精神洗礼。 淮
南市坚持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贯穿始终。 市委常委会、市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先后 9 次召开会议，学习中央党史学习教育相
关内容，全市各级党委（党组）通过理论学习中心
组、专题读书班等形式开展 1800 余次集体研学。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赴寿县小甸集特支纪念
馆，重走红色故地，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
感悟初心使命。 凤台县组织党员到板张集革命烈
士陵园等地开展瞻仰活动……淮南市用好用活寿
县小甸集特支纪念馆等红色资源， 分期分批组织

党员干部瞻仰革命遗址遗迹、革命博物馆。
群众在哪里，宣讲阵地就延伸到哪里。 田家

庵区组织老战士、老党员、老军人宣讲党的故事、
革命故事、英雄故事 80 余场次，潘集区组织“五
老” 宣讲团开展党史宣讲 38 场……淮南市组建
宣讲团赴基层一线开展宣讲活动， 累计 1100 多
场次。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党史学习增动力

“以前这条路坑坑洼洼，生活污水横流，每天
人流量还多，下雨天特别容易滑倒，现在管道通
了，路也平了，真的太感谢你们街道和社区了。 ”
住在八公山区新庄孜街道治东社区的陈素兰大
妈激动地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淮南市以实际行动
践行学习党史精神， 围绕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
难点、堵点问题，扎实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察民情 、访民意 ，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深
入基层群众 、深入下属单位 、深入工作服务对
象 ，了解群众需求 ，共收到各参学单位 280 多
个办实事项目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230
多条 。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围绕着力推动
淮南高质量转型发展等 7 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
切实为群众办好实事。

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淮南市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确定了高新区产业园二期项目建设、淮河
行蓄洪区搬迁建设、维修资金网上申报、改造老
旧小区停车场等 50 个重点民生项目和 51 个微
民生项目，以真情实意回应群众需求。如今，淮南
市实施为民办实事项目累计 7000 多件。

自选动作走深走实
思想解放开新局

“我们要着力解决思想观念陈旧、 精神状态
不佳等现实问题！ ”“我们要在思想认识上来一次
集体觉醒，在担当实干上来一次自我革命！ ”……
在淮南市“高质量发展，我们怎么干”大讨论活动
中，思想破冰、高质量发展成为热词。

开展 “高质量发展 ，我们怎么干 ”大讨论活
动，是淮南市党史学习教育的自选动作。 这既从
精神层面，又从实践层面破解淮南高质量转型发
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让全体党员干部经历了一次
思想上的洗礼。

5 月 24 日， 淮南市党政代表团赴合肥市学
习考察，举行了淮南———合肥两市经济社会发展
交流座谈会，签订了《淮南———合肥共建新桥科
技创新示范区合作框架协议》。

6 月 1 日，淮南市党政代表团赴滁州市学习
考察园区合作共建、承接产业转移、优化营商环
境等方面情况，淮滁双方就进一步推动两市交流
合作进行了交流商讨。

对标学习合肥、滁州等发展先进地区，淮南
市广大党员干部围绕“六比六看”“五破五立”“争
创四个一流”等主要内容，通过外出考察学习、自
我检查剖析、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等方式，深刻
剖析，查找工作亮点、梳理发展重点、找准影响制
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点痛点难点， 制定任务书、
定下时间表，一项项推进、一件件落实。

百年党史，是学习历史最好的教科书，站在
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淮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纷纷表示，将扎实开展党史学习，运用好学习成
果，奋力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每次申请使用维修资金都要跑 30 多
公里， 万一资料准备不对还要回去重新修
改盖章，光是前期准备就要好几天。 业主还
觉得我们没好好办事，我们也难办啊。 ”提
到维修资金使用申报业务， 八公山区某小
区物业的办事人员陈磊感慨：“现在有了网
上通办，可是太方便了！ ”

在党史学习教育实践活动中， 淮南市
维修资金管理中心积极行动， 依托信息化
建设，实现维修资金使用的网上申报，将线
下业务逐渐转移到线上办理，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的办事理念正在维修资金
使用申报业务中实现。

在过去，维修资金使用申报业务只有传
统的线下申报一种模式，业委会、物业或者
街道的办事人员需要带着大量的资料来到

市区进行申报前的信息核对工作。纸质材料
信息量大，核对工作繁杂，有时一个项目需
要来回奔波七八次，饱受舟车劳顿之苦。

了解到这些群众的心声和困难， 淮南
市维修资金管理中心直面目前业务办理
中出现的“难申报”问题，对业务管理系统
进行升级 ， 并试行维修申报网上办理模
式，以物业、业委会和街道为申报主体，实
现维修资金使用申报的网上自助办理。 淮
南市维修资金管理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 ：
“申报方可以通过加密设备登入维修资金
管理平台，查询本小区维修资金交存和使
用情况， 足不出户即可完成信息核对 、项
目申报等工作。 ”据了解，网上申报运行以
来 ， 该市已受理网上申报维修项目 326
宗，核准使用资金 746 万余元。

当好“娘家人” 贴心又暖心

“群公告 @ 所有人：6 月 10 日开始至 6
月 30 日，暂停第一剂人员接种 ，只面向第
二剂人员开放接种。还未接种的人员请在 6
月 8 日至 9 日， 前往新仓文化站方舱点接
种疫苗，带上身份证、口罩。 请大家及时相
互告知。”6 月 7 日上午，谢家集区孤堆回族
乡驻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流动党支部支部
委员庞婷在微信群里发出通知。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淮南市谢家集区
把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 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 “流动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扎实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芦川老街就要搬迁改造了，如何安置是
我最关心的事。 ”采访中，家住新西大仓街 81
岁的沈传英老人告诉记者：“由于腿脚不便，
我平时很少外出活动， 流动党支部的党员上
门到我家走访， 他们帮我想办法解决搬迁安
置的难题，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

据了解， 谢家集区在新仓镇务工创业的
有 2000多人，流动党支部在平湖务工人员中
建立了“新居民民意收集站”微信群，遇到什
么问题，只要在微信群里提出来，流动党支部
就会想方设法解决。 如今，流动党支部的 19
名党员各负其责， 及时了解务工人员的所需
所盼，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群众对
党支部也越来越信任，越来越支持。

标准化菜市场提升“民生温度”

“住在新区哪都好，就是配套跟不上，有了这
个菜市场，可算解决了咱们的小麻烦！ ”家住淮
南高新区西湖春天小区的王静女士感慨的小麻
烦，其实是个大问题，每天的买菜难曾经困扰了
她许久。

作为淮南的新城区，在建设过程中预留了生
活配套设施区域，但城市的建设速度远快于配套
的跟进速度，临时菜市场只能暂时缓解附近居民

的需求。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后，淮南高新区将群众的

期盼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把“为百姓打造舒适
的购物环境，让百姓吃的放心”为目标，对菜市场
进行科学规划、改造提升，快速推进标准化菜市
场建设进度。

5 月 9 日 ， 位于高新区和悦街邻里中心的
标准化农贸市场正式营业 ， 市场面积约 3000

平方米 ，共有摊位 144 个 、门面 10 个以及小超
市营业房。

为方便顾客高效挑选， 让消费者购物更透
明、更放心，淮南高新区对所有档口统一装修，每
一个摊位都安装了一块电子显示屏，屏幕上有对
应摊位的营业执照、摊位号、商户名、支付二维码
以及摊位所卖商品的当日指导价格等。

果蔬区、水产区、鲜肉区、豆制品区……科学
规范的功能分区，整洁明亮的室内环境，既让人
们有了舒适的购物环境，也让商铺有了方便的经
营氛围。 每天清晨 7 点开业，晚上 7 点收摊，一个
多月来，附近居民不禁感慨标准化菜市场带来的
便利。

公交站换“新装”点亮市民生活

一座座新颖别致的公交车候车亭出现在田家
庵区学院北路上，外观简洁大方。 住在附近小区的
陈红女士正在刚刚建好的公交候车亭候车，她告诉
记者：“这里的公交候车亭已经有很多年了，很多地
方都有破损，这次新建的站台很漂亮，挺满意的。 ”

“为进一步改善市民的出行候车条件， 给广
大群众提供 ‘安全 、舒适 、文明 、便捷 ’的候车环

境，淮南市交通运输局把推进第三批公交候车亭
建设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
容之一，紧锣密鼓强力推进。 ”淮南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据了解，此次建设涉及 57 处公交站点，共计
新建 111 座公交候车亭，其中：拆除淮河大道南
段原 70 座老旧公交候车亭，新建 20 座三联体式

双立柱候车亭； 拆除洞山西路原 44 座老旧公交
候车亭，新建 48 座单立柱式候车亭；其余新建 43
座单立柱候车亭分别分布在朝阳西路、 国庆西
路、国庆东路、淮舜路、广场路、学院北路、春申街
等 17 个公交站点。

截至目前， 淮南市已新建并投入使用 92 座
公交候车亭，涉及 49 处公交站点，分布在朝阳西
路、国庆西路、春申街、淮河大道南段。 相比从前，
公交候车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筑材料逐渐走
向美观化、实用化、人性化，这不仅仅是为等车的
人们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场所，也点亮了市民生
活，打造了美丽城市新风尚。

淮南市谢家集区千亩芡实基地放飞致富梦想。 本报通讯员 苏斌 摄

凤台县新时代文化实践中心，93 岁的老党员吴少清在给党员上党课。
本报通讯员 刘长明 摄

�� 淮淮南南市市大大通通区区组组织织党党员员志志愿愿者者为为敬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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