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1 日， 怀宁县茶岭镇组织镇村党员志愿者在范塘村九岭中心村清除杂草
杂物，美化村庄环境。 本报通讯员 檀志扬 本报记者 洪放 摄

义务摆渡服务“颗粒归仓”

“要不是党员干部安排渡船帮我们运送粮食， 今年要白干
了。 ”看到自家的小麦顺利地运回，宿松县复兴镇中棚村江洲新
区村民叶映峰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中棚村江洲新区旧址位于同马大堤圩外，每到汛期，这里江
水暴涨，房屋田地被淹没，直到 1998 年才整体搬迁至现在的新
址。 村子虽搬迁，但是村民们舍不得旧址肥沃的土地，仍在那种
植庄稼。

眼下正值夏收时节，可是接连的阴雨天导致江水暴涨，淹没
了同马大堤通往旧址的唯一陆路， 村民们无法去那里收割小
麦、油菜。 要抢收，必须将收割机和货运车辆通过水路送到旧址
进行作业，然后再将粮食运回。

民之所需，政之所向。 复兴镇决定启用渡船义务摆渡，解决
村民们燃眉之急。 针对渡船实际承载能力不足的问题，该镇通
过多方协调和谈判，向九江航运公司临时租赁了大型轮渡船帮
村民们运送小麦。 如今，江洲 2 万余亩小麦已全部抢收完毕。

此次抢收， 复兴镇共组织镇村干部 200 人次参与渡口秩序
维护，运送收割机和货运车辆 1000 余台次，抢收小麦 1700 余万
斤，用实际行动增加了群众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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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红色沃土 赓续精神血脉
近日 ，筹备多时的 “红源潜山革命历史陈列展 ”在潜

山市烈士陵园开展 ，该陈列展共分星星之火 、红旗漫卷 、
中流砥柱 、 胜利旗帜 4 个部分 。 展览通过大量的历史图
片 、文献资料 、实物展品 ，多层次 、多形式 、多角度的展陈
方式，全面系统展示了潜山党组织的产生 、发展、壮大 ，经
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夺取全面胜利的宏伟史实 ， 成为
潜山市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场所 。 此外 ，围绕 “一园
两线多点” 的红色旅游布局 ， 以红源潜山革命历史陈列
展 、烈士陵园为中心 ，潜山市还推出水吼—五庙 、黄柏—
官庄两条红色旅游线路，大力开展“学党史、游家乡 、看变
化”红色教育活动。

安庆是一方红色沃土， 这里是安徽第一个城市党支部
的诞生地，是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战斗生活过的

地方，同时也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故乡……自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安庆市结合本地实际，挖掘用好红色资源，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让广大党员干部从学习教育
中深刻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以党史激发奋进之力。

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优势， 需要在学习教育的形式手
段上不断创新。 安庆市利用本地丰富的红色资源，推出“最
忆党旗红·百场红色安庆大家讲”系列宣讲，邀请老红军、老
战士、革命后代、志愿者等，进校园、进军营 、进企业 、进基
层，采用现场面对面宣讲、云端推送、全媒体直播等方式，通
过大家讲，讲给大家听，把安庆的红色故事、革命精神、典型
人物宣讲起来、宣传出去。 4 月下旬宣讲活动启动以来，在
安庆一中、独秀园、“两邓故居”、王步文故居等地，已开展多
场宣讲报告，吸引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参加。

“党史学习教育既要接地气， 又要冒热气， 还要聚人
气。 ”安庆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胡国
正介绍，结合本地特有的戏曲优势 ，安庆市一方面联合再
芬黄梅艺术剧院，组织开展“艺术党课 ”进校园活动 ；另一
方面立足黄梅戏，发挥剧团优势，围绕重大历史事件、重要
历史人物、党员先进典型等，重点推出《邓稼先 》《鸭儿嫂 》
《蝶恋花》《献船》等党史题材优秀黄梅戏舞台剧，同时编排
小戏小品、 曲艺等优秀群众文艺作品， 形成 18 台推荐作
品，生动形象地宣传党史。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安庆市迅速掀起学党史的热潮，安庆市委始终把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 市委主要负责人
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 先后 7 次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

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中心组学习会议等，传达学习中央及
省委会议文件精神， 从严从实抓好全市党史学习教育的组
织实施。 同时，安庆市委常委会还举办了党史学习教育读书
班，带头强化理论武装，为全市上下做出了表率，引领全市
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向纵深发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最终应体现在办实事 、 开新局
上。 安庆市上下积极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奋进力量，一
面把为民办实事与全市中心工作紧密结合 ，全力推进 “双
招双引 ”工作 ，紧抓高质量发展 ；一面利用多种平台广泛
征集 “我为群众办实事 ”问题线索 ，以 “清单制 ”为抓手促
问题解决 。 截至目前 ，全市建立 “办实事 ”项目清单 387
个 ，制定便民服务措施 819 项 ，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1550 件。

交通为民解烦忧
自 4 月起，安庆市“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诚信考

核”和“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换发、补发”业务开通
“掌上办”服务。 驾驶员可通过“皖事通”App 的 7×24 小时政
务服务地图，搜索对应事项，获取详细办事指南，填写相关
信息即可提交申请。 申请人办理业务不受时空限制，可实现
“不见面”办理，极大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之前
这些事项都需现场办理， 到了周末或者工作人员下班驾驶
员就无法办理了。 道路运输驾驶员工作时间不固定，线上办
理能为他们减少‘多跑路’的麻烦。 ”安庆市交通运输局机关
党委专职副书记朱天臣介绍。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 安庆市交通运输局围绕出
行难 、办事难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建立 “我为群众办
实事”项目清单。 首批清单中有集中整治农村公路重点挂
牌路段的安全隐患 ，实施一批资源路 、旅游路 、产业路和
建制村通双车道公路 ，建立健全农村公路管护长效机制 ，
实现普通货运从业资格证 “全程网办 ”等 12 件实事 。 目
前 ，“掌上办 ”服务等 4 件实事已基本完成 ，其他 8 件正在
推进中。

此外， 该局持续深入排查解决交通民生问题， 集思广
益、开门纳谏，听取各方意见建议，重点聚焦优化营商环境、
提高群众出行满意度、关爱特殊群体出行等方面，持续更新
“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相关征集活动也将持续到今
年底。

税务上门，主动解企难
“这 800 万元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近日，看到“税融

通”贷款及时到账，安庆吉港白鳍豚水泥有限公司负责人柯崖明
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今年 3 月份， 怀宁县税务局月山税务分局在走访吉港白鳍
豚水泥公司时了解到，该公司想扩大生产规模但资金短缺，于是
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商讨解决方案。 “我们查询到该公司纳税信
用等级为 A 级，决定帮助其申请‘税融通’贷款。 ”月山税务分局
局长陈宏介绍说，“税融通” 是将纳税信用转化为企业融资资本
的一种贷款方式，金融机构根据中小微企业纳税情况，向其提供
一定数额信用贷款或担保贷款。

连日来，怀宁县税务部门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主动到企业问需求、送服务，并依托税收大数据解决企业难题。
截至目前，该部门已针对新兴企业列举风险点 27 个、协助 7 家企
业通过“银税互动”融资 3900 余万元、帮助 5 家企业打通了上下游
供应链、向 6家企业制作并下发了《涉税信息个性化提示函》。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辖区企业开展走访调研，精准推送惠
企政策，确保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同时健全问题处理机制，
务求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怀宁县税务局局长曹明说。

“幸福”晾在衣架上

桐城市龙眠街道王墩社区东南安置点一期 A 区是一个棚改安
置小区，许多居民习惯在户外绿化带拉绳晾晒衣被，“乱晾晒”现象
是社区长期以来的一大难题，不仅占用了公共空间，也影响了社区
整体形象。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社区从群众的角度出发重新寻找问
题的解决方法。 在社区党总支积极沟通协调下，近日该社区得到共
建单位桐城市实验中学办学集团资金支持，安装了“便民晾衣架”。

社区党总支从居民生活日用便利性、功能性方面出发，充分征
询党员、居民代表多方意见，结合小区实际情况，社区在晾衣架的选
址、选材、尺寸、样式上都做足了功课。 “便民晾衣架”由结实的铝合
金管组合而成，这样的“便民晾衣架”共安装了 9 处，花费 3000 余
元，以往私拉绳线和占用绿化、公共器材等不文明现象消失了，取而
代之的是阳光下居民满意的笑脸。

“有了晾衣架，晾衣服、晒被子方便了，社区这可是干了件大好
事！ ”提及新装的晾衣架，家住 14 号楼的陈阿姨高兴不已。

“社区将充分发挥共驻共建单位优势，继续深入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通过‘学史力行’带领广大党员用实际行动践行
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为群众办实事，以实践行担当。 ”王墩社区党
总支书记江子房表示。

医保网上办，居民少跑腿

“以前帮父亲代办慢性病卡时， 不仅要到医保服务窗口交材
料，办理周期也要一个多月，现在全程网上操作，省时省力！ ”太湖
县晋熙镇居民孙阿姨患有高血压， 最近通过太湖医保网上办事大
厅 10 天就成功办理了慢性病卡，不禁感叹现在医保业务办理的高
效便捷。

今年 5 月底，太湖医保网上办事大厅正式上线，该平台集慢病
申请、异地备案、医保政策查询、公众互动等多功能于一体。 居民
只需关注“太湖医保”公众号或进入“皖事通”平台找到太湖医保
网上办事大厅就能办理业务。

“借助该平台，我们还改进了慢性病评审流程，由过去每月固
定评审一次优化为参保人网上申请、专家即时评审、结果短信通
知的评审程序。 ”太湖县医保服务中心主任汪朝晖介绍说，截至目
前， 通过太湖医保网上办事大厅， 有 232 人办理慢性病申请、165
人办理异地就医转诊备案、12 人办理异地安置。

为确保网上办事大厅真正便民惠民， 该部门对全县医保专家
及医保业务人员进行了专题培训。 此外，还在定点医药机构及镇村
便民服务中心开通了医保业务协助服务端， 帮助老年人办理医保
业务。 近日， 安庆市迎江区文旅局联合该区南水回族社区， 组织辖区

40 余名党员走进黄镇纪念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通讯员 路欣 本报记者 洪放 摄

荩 6 月 8 日上午，安庆
市大观区菱湖社区党员
齐聚一堂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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