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茛 学党史、悟初心，青联讲堂进工地。
本报通讯员 关云瑞 肖慧慧 摄

▲ 临泉供电公司针对
群众在农业用电上的需
要，开展党员集中走访、
巡视，为当地午收用电、
特色农业种植养殖用电
提供上门服务， 消除群
众的用电后顾之忧 。

本报通讯员 于永 摄

荨��阜阜阳阳市市民民中中心心。。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安安耀耀武武 摄摄

环境清洁摊主乐
走进太和县长征北路大润发小吃

一条街，临时便民摊点一字排开 ，摊点
后面的围墙洁白如新，新砌的洗菜池紧
靠着围墙，摊主脸上洋溢着笑容 ，整条
小吃街干净有序、生意兴隆。

“以前每天都要从家里运 100 升水
过来，费力不说还不够用 ，自从接了自
来水，砌了洗菜池别提有多方便了。 ”卖
炒河粉米线的摊主张秋春高兴地说。

自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以
来，太和县城管局工作人员深入便民摊
点了解群众所想所盼。 当得知摊主们特
别希望改善经营环境后，太和县城管局
当即对 400 平方米的经营场地做了地
面硬化， 把摊点后面的围墙重新粉刷，
同时安装 5 个洗菜池、4 个路灯，并积极
协调自来水公司接入自来水。 “环境变

得更干净后，顾客来的更多了 ，平均下
来每天多赚六七十元。 ”谈起经营环境
改善带来的改变，摊点经营者李静笑得
合不拢嘴。

通过实地走访调研 ， 太和县城管
局收集民生领域、基础建设领域 、交通
出行领域 、 政务服务领域及其他领域
意见建议共计 37 条 ，每项问题均制定
台账清单，挂账销号，明确责任人和责
任部门，紧盯不放 ，持续推进 。 截至目
前 ，已立行立改 32 条 ，协调相关部门
解决 5 条。

“在活动开展中 ，我们始终坚持通
过与群众面对面沟通 、 心贴心交流的
方式梳理排查问题 ， 办实事就是要办
到群众的心坎上。 ”太和县城管局负责
人介绍 。

上门服务解烦忧
“谢谢你们 ，你们可解决了我的心

头大事，我要为你们点赞！ ”界首市民张
连俊充满感激地对行政审批局工作人
员说道。

近日， 张连俊要办理企业营业执照
注销登记与营业性演出许可注销登记事
项，但因卧病在床，无法到现场，心中十
分焦急。 界首市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了
解情况后， 考虑到企业法定代表行动不
便， 立即安排 2 名业务骨干带着相关材
料，在做好防疫安全措施后，在张连俊家
中为其办理了此项业务。

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界首市
行政审批局本着“深思笃学、学用结合、
知行合一”的原则，多措并举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活动，推行了“综合受理 、
帮办代办、延时服务、上门服务、绿色通
道”等一系列便民举措 ，工作人员全程
为群众提供免费帮办服务。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局为
群众、企业办实事累计 1885 件，提供全
程免费帮办代办服务 986 次，为园区企
业上门对接项目服务 36 家次， 实现了
行政审批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甚至
“一次都不跑”。

“感谢你们的到来 ，让我们如沐春
风。 ”安徽南都华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项目负责人握着工作人员的手激动
地说道。 原来，界首市行政审批局工程
组了解到安徽南都华铂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项目办理工程审批报建手续遇
到了难题，工程组负责人迅速抽调业务
骨干，现场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出有针
对性的解决方案，并由帮办代办服务部
工作人员进行全程跟踪服务，确定工程
项目服务专员， 确保一线解决问题，很
快就把办齐的证件交到了项目负责人
手中。

学习百年光辉党史 凝聚颍淮奋进力量
一次次理论学习涤荡心灵，一场场

党史宣讲赓续精神，一桩桩民生实事饱
含深情……步入颍淮大地，从党政机关
到企事业单位，从工程项目建设一线到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现场 ，学党史 、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热潮随处涌动。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
教科书。 今年 2 月下旬以来，阜阳市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 、省委要求 ，提前
谋划、周密部署、精心实施，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
里走。 阜阳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率先把
党史集体学习教育现场会开到临泉县
党史馆 、魏野畴纪念馆 、千里跃进大别
山纪念馆，通过瞻仰革命先辈的遗物遗
迹 、开展理论研讨发言 ，感悟先烈先辈
的革命精神 ， 永葆报党报国的忠诚信
仰，增强为民造福的担当本领。

“关键少数”示范学，“绝大多数”跟
进学。 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天天见、天天
深 、天天新 ，阜阳市开展 “人人上讲台 ”
“今天我来讲党史”等活动，并组织市委
宣讲团奔赴全市各地，同步推进社科名
家大巡讲、“微宣讲”、“艺术化宣讲”。 为
确保党史学习教育覆盖到每一名流动
党员 ，该市依托 “两微一端 ”等新媒体 ，
提升流动党员对党史学习教育的知晓
率、参与度。 同时，实施“六个一”：确定
一名联络员 、建立一个学习群 、编发一
个提示函 、推送一批微视频 、征集一个
金点子 、反馈一个学做单 ，及时推送学
习内容 、最新要求和学习动态 ，确保流
动党员学习不掉线、离家不失学。

“规定动作”做扎实，“自选动作”显
创意。 面向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阜阳市
拍摄了百集党史宣讲微视频 《党史现场

汇》被“学习强国”全国平台“红色记忆”
栏目采用、16 集微视频 《歌声里的党史》
被“学习强国”安徽学习平台专题展示，
同时入驻安徽省智慧思政课教学平台，
在全市 78 台公交车、1200 多个智慧电梯
屏上轮播。

阜阳市创新提出党史学习教育“四
想四问”，要求党员干部在学习中，要想
一想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问一问党的
初心使命有没有牢记于心，想一想国之
大者的深刻内涵、问一问党的决策部署
有没有落地见效，想一想人民群众的急
难愁盼、问一问党的群众路线有没有走
实走心， 想一想身边发生的典型案例、
问一问党的管党职责有没有落实到位。

党史是明灯，也是号角。 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把党史学习教育
同总结经验 、观照现实 、推动工作结合

起来 ，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积极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用心
深学细思笃行， 用情办好为民实事，凝
聚颍淮奋进力量，奋力开创实力阜阳大
美阜阳建设新局面。

该市建立 “1+8+N”办实事机制 ，由
组织部门牵头，8 个县市区及市直各单
位、有关高校、企业等积极行动，坚持每
月月底前报送当月项目清单进展情况，
真正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围绕
解决就业难、上学难、就医难、出行难、办
证难等群众急难愁盼的“十难”问题，梳
理“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开展各
类专项整治；推出“民生实事领衔办”特
色做法，实施“党员进社区 共建聚民心”
志愿服务活动……各地各部门积极行
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纷纷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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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里刨出“金疙瘩”
“感谢镇里帮我解决了大难

题，不然我这红薯深加工项目还不
知落在哪儿呢！ ”近日，在临泉县老
集镇，来自福建龙岩的投资商李永
桂对记者说。

今年初，李永桂在临泉县老集
镇流转了 4000 亩土地， 全部种植
麦茬红薯，带动周边群众种植红薯
7000 余亩。 之后，李永桂打算办一
个红薯加工企业，主要生产宠物食
品出口海外 ，但是 ，土地一直没有
着落。

“镇里带着我多方考察，最后选
定位于高速出口处附近的 26 亩地。
这里交通方便，距离种植基地较近，
很适宜做加工项目。 按照计划，9 月
份即可投入生产， 每天可消化鲜红
薯 2000 吨，可吸纳 300 多人灵活就
业。 ”李永桂满脸笑意地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临泉
县把发展农业产业、增加群众收入
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头戏，

不断扩大无公害 、绿色 、有机和地
理标志农产品种植面积，引进农产
品加工项目 ， 延长农产品产业链
条，做好“土里刨金”文章。

除了种植红薯，老集镇还支持
南刘寨村 、 南于楼村群众流转土
地 1000 多亩，主要种植优质高粱。
通过镇里牵线搭桥 ， 农户与河南
一家酒厂签订了供货合同 ， 镇农
技部门全过程免费提供种植技术
和管理服务 ， 高粱收获后全部由
酒厂收购。

目前，临泉县累计为企业经营
和家庭农场解决土地28宗，提供土
地9600多亩； 解决资金难题12个，
提供资金188万元； 解决种植技术
31项，提供免费技术服务98项。 全
县发展山核桃 50000亩 、 红高粱
20000亩、 生姜30000亩、 瓜果6万
亩 、红薯10万亩 ，从土里刨出了一
条乡村振兴路子。

政策到企解难题
“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按

照每人每年 7800 元减税 、就业困
难人员等创业群体在我区创业可
申请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的创业
担保贷款 。 ”近日 ，在阜阳市颍东
区口孜镇返乡农民 工 创 业 园 的
“一句话政策 ”解读现场 ，50 多名
企业代表和创业人士正在聚精会
神地聆听讲座 ， 宣讲人员简明扼
要的表述，让大家一下子就抓住了
政策的精髓。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颍东
区坚持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
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抓
手，将“为民服务解难题”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落脚点。 该区人社部门
主动作为， 优化政策宣传与兑现，
针对省市区出台的惠企政策，一改
过去照抄全搬的刻板宣传模式，而
是从本区企业发展实际出发，有针
对性地对创业就业政策梳理和提

炼，总结部门涉企政策 13 条、涉民
政策 7 条的“一句话政策”，让企业
和职工“一看就懂、拿来就用”。 不
仅提高了企业对政策的知晓率、获
得感和满意度，而且让企业对创业
就业政策 “读得懂 、记得住 、用得
上”，政策落地见效很快。

“以前都是‘企业找政策’，现在
真是‘政策找企业’，政府部门把政
策梳理得很清楚， 而且主动和我们
企业联系，根据我们条件，帮助‘对
号入座’申报，兑现也很及时，我们
感觉很贴心、很满意。 ”阜阳九珍食
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晨说道。

据了解 ，目前 ，颍东区已组织
进园区、进企业“上门”送政策 1200
余次，张贴“一句话政策”海报 2000
余份，通过电子显示屏流动播放就
业创业政策 ， 兑现惠企政策资金
836.5 万元。

有了困难“奶奶帮”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眼泪绣红旗，

热泪随着针线走，绣出一片春消息……”
近日，记者刚迈进阜阳市颍泉区中市街
道办事处惠泉社区的大门，红色京剧唱
段《江姐·绣红旗》便随风入耳。在惠泉社
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凉亭里，一群
奶奶正在排练节目，大家有的演唱、有的
奏乐、有的伴舞，好不热闹。

排练节目的奶奶们，是“惠泉奶奶”
志愿服务队 “奶奶帮你乐” 小分队成
员。 队长陈泰然每周都会带队排练，遇
上传统节日或者重大纪念日， 还会在
社区组织文娱活动， 丰富居民精神文
化生活。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社区的
‘惠泉奶奶’ 志愿服务队应运而生，成
员主要是离退休干部、教师等。 她们各
显所长在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用一腔
热情为居民办好事、办实事。 ”惠泉社

区党支部书记杨红梅介绍。
为了更好发挥每一位奶奶的强

项，社区把“惠泉奶奶 ”志愿服务队按
功能划为“学、说、带、劝、乐、做”6 个小
分队，服务内容涵盖政策理论学习、业
务咨询、答疑解难、矛盾调解 、文娱活
动、帮困助困等特色志愿服务项目，特
别是为解决社区留守儿童、 单亲和双
职工家庭孩子放学后无人看管难题 ，
推出社区儿童之家 “四点半课堂 ”服
务，为辖区孩子提供作业辅导、兴趣培
养、 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实践等多位
一体的志愿服务。

奶奶们的辛勤付出， 获得了社区
居民的认可和称赞。 “奶奶们真的帮我
们解决了大难题，她们在‘四点半小课
堂’热心辅导孩子，让我们这些下班晚
的家长能够安心工作。 ”社区居民张艳
感激地说。 本本版版撰撰稿稿/本报记者 安耀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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