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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党史学习教育求新求实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黄山市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中央
和省委决策部署， 坚持严标准， 探索新形
式， 把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体现到改革发
展稳定的现实成果中。

从严对标，
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月 8 日， 黄山市召开全市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部署大会， 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 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
意义，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
委决策部署上来， 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
终，从中学出信仰的味道、信念的坚定、信
心的力量，确保学习教育在黄山落地见效。

黄山市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党员
学习实际， 建立分层分类学习机制， 要求
市、 县区、 乡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示范
学，农村和社区、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和
医院、国有企业、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基
层各领域党组织和党员深入学，流动党员、
离退休党员等特殊党员群体灵活学， 组建
7 个巡回指导组赴全市各地各单位开展巡
回指导，推动学习教育落地落实。

创新形式，
开展特色学习教育活动

制作 《皖南特委 》《红色石屋坑 》等 9
部可视化新媒体产品 ，出版 《红旗漫卷黄
山》《中共歙县百年党史大事记》等一批党
史题材作品， 加入长三角红色旅游联盟，
推出 “铁军黄山红 ”6 条红色主题旅游线
路……黄山市结合实际开展特色鲜明的
党史学习教育，情景式再现黄山市红色资
源 、红色故事 ，将党史学习教育由 “课堂
式 ”变为 “体验式 ”，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和
游客的好评，今年来红色旅游接待量超过
百万人次。

黄山市各地组建 “举旗帜·送理论”基
层宣讲团、青年宣讲团、巾帼宣讲团、英模
宣讲团、百姓宣讲团广泛开展宣讲，累计开
展专题宣讲 648 场次， 受众 5.62 万人次，
涌现出“兵王”王忠心等一批百姓名嘴基层

宣讲典型。同时，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理论征文，举办“读党史、守初心、
担使命”全民阅读主题演讲大赛，组织“党
史随堂测”活动，征集“学党史、庆百年、瞰
黄山、话发展”短视频创作，举行“读红色家
书·做红色传人”艺术思政课大赛，推出“七
彩星期六”公益小课堂，吸引近 20 万人次
参与。

务求实效，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黄山市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服务群众满
意度提升工程为主线，梳理为民办实事项目
9046 件，用心用情用力为民排忧解难。

黄山市聚焦改善基本民生将新增财力
和财政总支出“两个 80%”用于民生，深入
实施 33 项民生工程，加大老旧小区改造和
城区路面养护，实施全域茶园绿色防控，在

部分学校试点开展课后服务工作，做好“百
医驻村”接续工作，建立“智慧工地监管平
台”， 今年以来为 311 名农民工清欠工资
399.7 万元。 实施千名干部驻企、千名人员
实训、千名人才汇聚、千名干部下乡的“四
千工程”，畅通企业、项目、人才引进渠道，
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全程代办、 政务服务节
假日预约办、7×24 小时政务服务大厅不打
烊“随时办”等服务，深入开展“四送一服”，
持续深化“放管服”、商事制度改革，今年以
来为企业对接资金近 60 亿元、帮助落实用
工 1.05 万人。

学促结合，
学习成果转为工作动能

黄山市坚定不移学党史、抓整改、正作
风， 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与加快经济社会
发展结合起来，一体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中
央巡视整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和新一轮深化“三个以案”警
示教育等，聚焦落实“六稳”“六保”任务，统
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到“两手
抓、两不误、两促进”，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实际成
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百年华诞。

黄山市坚持把对外开放作为崛起赶超
的必由之路，全面融入长三角、主动对接上
海、深度嵌入杭州都市圈，用足用好上海湾
谷斐迪园、杭黄绿色产业园等产业平台，成
功举办新安医学发展大会。今年一季度，该
市引进项目到位资金 112.6 亿元，同比增长
25.1%；新签内资项目 169 个 ，协议投资额
216.3 亿元，其中新签亿元以上项目 50 个、
协议投资额 178.3 亿元。全市主要指标增速
稳定复苏，省反馈 17 项指标中有 4 项增速
高于全省平均，8 项指标增速位次前移，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 18.3%， 地方财政收入增
长 17.2%。

周末门诊 群众看病更方便

从 3 月 1 日起， 黄山市
人民医院在周末和节假日开
设周末常规门诊， 医技检查
科室同步开放， 此举受到当
地市民的称赞。 在市直机关
工作的张先生说， 平时大家
上班都忙， 身体遇有不适也
不好意思请假， 而周末只有
值班医生的全科门诊， 对自
己的毛病不能对症下药 ，想
拍个片子之类的检查更只有
等到工作日。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后，黄
山市人民医院开门纳谏征求
群众意见，针对群众反映强烈
的周末门诊问题进行专题研
究，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克服轮
班紧、压力大等困难，推出 28

个专科门诊和医技检查周末
全部接诊，鼓励临床专家开设
专家门诊，并在线上推出七天
全时段预约服务。

据该院门诊部赵玉梅副
主任医师介绍， 自周末门诊
推出后， 医院所有科室周末
均安排医生正常接诊， 实现
了全年无假日门诊。 同时，该
院儿科还推出了夜间门诊 ，
实现了儿科门诊 365 天 24
小时无缝衔接。今年 3 月至 5
月， 该院周末门诊共接诊患
者 35923 人次， 较新冠肺炎
疫 情 前 的 2019 年 增 长
8.36% ， 门 诊 预 约 率 接 近
40%， 预约患者诊前平均等
候时间缩短至 35 分钟。

城乡一体 出门有了公交车

5月 9 日 ， 休宁县开通
休宁至龙田乡定制公交线
路 ，全线运营里程 75 公里 ，
跨越休宁县 、屯溪区 5 个乡
镇 ，惠及沿线 9 个行政村约
2 万名村民 ， 解决了偏远山
区村民外出就医 、求学等交
通不便的问题。

龙田乡位于休宁东部
山区 ， 与浙江开化县接壤 ，
近年来受大量村民外出务
工等因素影响 ，原社会车辆
承运的龙田客运班线终止
经营。 为解决偏远山区群众
出行难问题 ，黄山市及休宁
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多次
实地调研 ，量身定制重开了
这条公交线路。 当地一位村
民说 ： “这趟公交运营时间
符合我们出行习惯 ，票价也
比原来的客运班线减少了

一半 ，真是为老百姓办了一
件大好事、大实事。 ”

今年来 ，黄山市交通运
输系统积极开展 “我为群众
办实事 ”实践活动 ，稳步推
进 “城乡公交惠民 ”工程 ，根
据 “成熟一条 ，发展一条 ”的
思路 ，鼓励各区县城市公共
客运企业通过改造农村客
运班线 、公交线路向农村地
区延伸的方式 ，推进城乡交
通一体化发展 。 同时 ，重点
推进屯溪到歙县 、屯溪到休
宁 、屯溪到徽州区南部城镇
群公交互联互通 ，有序推进
中心城区 20 公里范围内公
交全覆盖 。 今年来 ，该市新
开通城区至农村公交线路 5
条 ，投入运力 11 辆 ，营运里
程新增 148 公里 ，惠及 5 个
乡镇、沿线群众近 6 万人。

“七彩星期六” 让孩子放飞梦想

6 月 5 日下午， 第 11 期
“七彩星期六”公益小课堂在
黄山市城市展示馆 “护苗基
地”开讲，黄山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市容环卫管理科的郑
锐， 通过动画视频、 趣味图
片、互动问答、趣味比赛等方
式，给 40 名未成年人上了一
堂生动的垃圾分类课。

“我特别喜欢这个非常
有趣的公益小课堂， 让我学
到了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
识，还能获得小奖品，我几乎
每期都来参加。 ”来自黄山市
实验小学三 （5）班的程芷青
同学说。

“七彩星期六”公益小课
堂由黄山市文明办与市城市
展示馆联合打造， 每周六邀
请当地非遗传承人、 专家学

者、 民间艺人和政府部门相
关专业人士， 向未成年人普
及法律 、党史 、心理健康 、安
全教育等知识， 传授徽州剪
纸、徽墨制作、陶瓷制作和科
学实验等内容， 培养他们思
考和动手能力， 引导他们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
世界观，在参与中感受快乐、
学习知识，成为家长放心、学
生喜爱的好去处。

“七彩星期六 ” 公益小
课堂自今年 3 月份开课以
来 ，已举办 11 期课程 ，参与
未成年人 400 余人次 ，通过
直播或网络受益群体达万
人次 ，成为加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的重要阵地 ，被
黄山市委宣传部授予 “护苗
基地”。

课后服务 家长安心孩子开心

前些天，黄山育才学校四年级二班学生
洪君浩与家长一道，在学校课后服务告知书
上开心地签名参加。洪君浩的家长说：“平时
工作忙，孩子放学后没法照管，现在学校开
办课后服务，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

在育才学校课后服务告知书上，记者看
到，该校课后服务为每周一至周五，服务时
间为 80 分钟，每人每天的服务费用为 5 元。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后， 黄山市教育局
学习参考兄弟地市的做法， 选取中心城区
黄山市实验小学、 育才学校和新城实验学
校试点开展课后服务工作，服务项目、服务
对象、服务时间、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全面

公开， 所需费用由政府和学生家庭共同负
担。 黄山市教育局负责人介绍，课后服务坚
持自愿、公益和公开原则，严禁借机组织开
展学科性集中教学或辅导， 严禁以补差提
优等名义组织或变相组织集体补课， 课后
服务内容主要包括课外阅读、作业辅导等，
开展有利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校
本课程、各类社团活动、“体育运动 1 小时”、
体育艺术“2+1”、劳动教育等实践活动，鼓励
开展体育训练、科技创新、文化艺术传统工
艺等活动，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兴趣需
求。 同时，建立学习困难生帮扶制度，对个
别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给予辅导帮助。

“揭榜挂帅” 创新引领企业发展

4月 19 日，黄山市通过“百榜助企·招
贤令”等线上、线下多渠道，公开发布首批
企业技术需求。 同时，向 20 余家高校院所
定向发布，包括卡脖子技术、测试分析、生
产线自动化、环保节能、新产品研发、绿色
食品及生物医药大健康等 6 大类 104 项
技术需求。 到 5 月底，有 45 项技术需求展
开对接，其中涉及绿色食品、智能制造、生
物医药等领域的 13 项技术需求正在合作
洽谈中。

今年 3 月下旬，黄山市科技局会同市
人才办邀请浙江大学、安徽大学黄山技术
转移中心等专家分赴各区县和市高新区，

深入 80 余家企业了解生产研发情况，帮
助提炼技术难题和需求，建立企业技术需
求项目库。 同时，印发了“海聚英才·揭榜
挂帅”工作实施方案，聚焦本地主导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市域现
代化治理急需的科技成果，定期更新技术
需求榜单，定期发布展示高校院所科技成
果，定期跟踪项目合作进展，搭建产学研
合作对接平台，促进技术需求方和供给方
对接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据了解，黄山市今年将支持政府主导
或行业共性技术攻关、 成果转化项目 10
个，支持项目实施和人才补助。

黄山市民在市城市展示馆广场高唱《歌唱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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