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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劳力”称心上岗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戴树林

“我在这上班差不多两年了，每月
能挣 3000 多块钱。 ”近日，蒙城县马集
镇田桥社区百仕达公司的厂区内，保洁
员葛芹正在打扫卫生。

今年 53 岁的葛芹一家 5 口人，其
丈夫早年因病去世， 公公婆婆年纪大、
没有劳动能力，小女儿还在读书，虽然
儿子在县内务工，但生活的重担还是让
她力不从心。

田桥社区党支部通过党史学习教
育，把帮弱劳力、脱贫户寻找就业岗位
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

项重要内容，并列出详尽的办事清单。
“包括住房、身体健康、孩子上学等

问题，都详细作了记录。 我们每个月不
低于 4 次对全社区的弱劳动力及其他
‘老少病残孤’人员进行跟进走访，及时
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
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困难，让其乐观
面对生活。 ”田桥社区党支部委员王传
志告诉记者。

“葛芹一家享受低保 、养老保险 、
光伏收益分红等各项扶贫政策补贴 ，
再加上他儿子打工的收入和家里种植
业收入，人均纯收入达到 12358 元，但
是家里开销大， 她还想再找一份工作
贴补家用。 ” 王传志把葛芹的想法记

在心里，并四处帮她联系就业岗位。田
桥社区内的百仕达公司是一家环保板
材加工企业， 平时只招收年轻的技术
工人。王传志多次和企业负责人商议，
最后给葛芹提供一个保洁员的工作岗
位，既让她有了稳定收入，又方便就近
照顾老人孩子。

马集镇以增加脱贫户收入为重
点 ，统筹考虑弱劳力 、脱贫户就业意
愿和村 、 社区以及企业实际需求 ，为
他们量身定制了涵盖环境卫生清扫 、
水塘看护 、公厕管理等多类公益性岗
位 ，努力做到人适其岗 ，并且工作时
间和工作要求根据岗位不同而定 ，实
施弹性管理， 让弱劳动力脱贫户 “称
心”上岗。

“让弱劳力、脱贫户就近就业，不仅
有效缓解了村社区卫生清扫人手不足
的问题， 还能提升和改善基层治理能
力。 ”马集镇扶贫办业务主任修丽说。

“听民声”纾困解盼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如果你们不上门来，我们这证办
起来可就难了！ ”近日，当几位工作人员
来到淮北矿业集团双龙公司家属区，为
行动不便的李贤银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办理房产证时，老人激动不已。

前来上门服务的是来自淮北矿业
集团物业公司房改办和淮北住建局房改
科的工作人员。老李和爱人都已年迈，尤
其是他爱人已经瘫痪在床十多年。 淮北
矿业集团推出的办房产证“只跑一次”服
务，对特殊群体、卧病在床病人提供上门

服务，破解了老人的办证难题。
早些年，淮北矿业集团按照相关政

策建设了一批集资房、廉租房等。 由于
种种原因， 很多住户未能办理房产证。
面对职工强烈呼声， 该集团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将“全面
完成矿区房改房、集资建房、廉租房个
人不动产权证办理”列为今年要办的八
大实事之一，实行挂图作战。

该集团物业公司总经理助理阚卫
东介绍，集团与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对接，
针对矿区职工居住分散、 住宅办证体量
大的实际情况，在集团内设置“不动产登

记便民服务点”，集团内部职工通过培训
上岗， 专门协助为矿区职工群众办理不
动产权证。该集团主动联系相关部门，每
月 5 次下沉基层厂矿收取办证资料，每
次办理 100 户左右，并进行预审，提高了
工作效率， 更让职工群众避免了来回奔
波之苦。 此外，为简化手续，优化服务，
“不动产便民服务点”与淮北市税务局协
调，采取征税和免税分流、集中批量办理
的方式， 对符合免税条件住户集中开具
契税完税情况证明，代办税务程序，极大
方便了矿区职工办证。

据统计， 淮北矿业集团共有 3.36
万余套商品房、集资房及廉租房需要办
理不动产权证，截至目前，该集团已为
职工家属办理不动产权证近 3 万本。自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集团累计为职
工办理实事 258 件。

“维修队”打出品牌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本报通讯员 郭彤彤

“大平子，我家灯不亮了，可能来瞅
瞅？ ”近日，和县历阳镇双严社区党员严
德平接到阳光小区韩本元老人的求助
电话后，匆匆赶到老人家中了解情况。

今年 75 岁的韩本元无儿无女 、独
居多年，不久前，厨房电路烧断，不能做
饭，严德平爬上爬下修了一上午。 “打那
以后，但凡遇上难事，我第一个想起的
就是大平子。 ”老人说，“除了帮忙维修，
他和一些党员还常常上门打扫卫生，真

是比亲人还亲。 ”
“在我们阳光小区内，像韩本元这样

的五保户、孤寡老人约有 30户 70人。我
们将这些群体纳入保障网， 采取包保制
度，每名党员包保 5 名生活困难者。 ”双
严社区党总支委员戴箐告诉记者。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考虑到社
区特殊群体生活上的困难，和县历阳镇
双严社区结合社区孤寡老人多、无职党
员多等特点，开展起“修理进楼栋 有事
我帮忙”主题活动，发动社区无职党员
组建了“党员维修队”，并各自自发认领
岗位。

“我擅长水电 ， 我来认领水电维
修！ ”“我擅长木工，我负责这些老人的
家具维修。 ”……认领公告一出，不少党
员便主动报名“领任务”。 目前，这支“党
员维修队”已有 14 人，他们在社区每个
困难家庭门前，都贴上了志愿服务党员
的信息联络卡，服务范围从维修家电拓
展到采购日用品药品、 义务打扫卫生、
定期上门探访等， 累计服务群众达 30
余次。

“下一步 ，社区将把 ‘修理进楼栋
有事我帮忙’这项工作打造成一项党建
品牌，吸纳党总支下设的 3 个党支部、6
个网格党小组及 116 名党员进来，并进
一步发挥年轻党员作用，如开展留守儿
童志愿辅导等服务工作，真正将党史学
习的成果转化为为群众办实事的实
践。 ”双严社区书记张久龙介绍。

卖甜瓜“甜”了民心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韩延龙 于康

6 月 24 日上午， 刚刚卖完一车甜
瓜的凤阳县黄湾乡梨园村村民黄道贵
开心地对记者说，第一书记刚到任就帮
他卖瓜。

村第一书记是安徽省委组织部选
派的第八批驻村干部、梨园村第一书记
兼驻村工作队队长乔江。乔江是凤阳县
税务局纪检组副组长， 曾在 2004 年参
加过第二批驻村工作。为了给凤阳县乡
村振兴出一把力，在省委组织选派第八
批驻村干部时，凤阳县税务局党委再次

推荐了乔江。
没想到，刚一上任，乔江就碰到了

黄道贵卖瓜难这档子事。 原来，在黄湾
乡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黄道贵承
包了梨园村 70 亩扶贫蔬菜大棚， 主要
种植有机蔬菜和瓜果。 今年初，黄道贵
种了博洋 61、绿宝 、东方蜜 、瑞红和小
蜜 25 等 5 个品种的甜瓜共计 70 亩，预
计总产量约 17 万公斤。

眼下， 正是甜瓜大量上市的时候，黄
道贵的瓜田里每天有 3500公斤左右的甜
瓜成熟， 如果不尽快卖出去就会烂在地
里。 就在黄道贵为甜瓜的销路犯愁时，刚
到任的乔江来到黄道贵家走访调研，了解

了他遇到的困难。为了帮助黄道贵尽快把
甜瓜销售出去， 乔江逐户走访周边的饭
店、单位食堂和水果超市，还将卖瓜信息
在微信朋友圈、微信群以及抖音平台进行
发布，并给自己单位的领导打电话求助。

乔江的努力很快就见效了，凤阳县
税务局机关食堂、 黄湾乡职工食堂、2
个水果超市和 3 家饭店陆续与黄道贵
签订了买瓜协议。 截至目前，乔江已累
计帮助黄道贵卖出甜瓜近 1 万公斤。

“老黄，下午赶紧到地里摘瓜，我初
步统计明天县城的单子有 3000 公斤，
一大早就送过去， 我们一起把瓜分一
下，好发出去。 ”6 月 23 日中午，乔江通
过电话把第二天的订单情况告诉了黄
道贵。 当天下午，乔江到黄道贵的瓜地
帮忙摘瓜、装车。6 月 24 日一大早，黄道
贵将甜瓜拉到凤阳县城。 仅半天时间，
他们就卖出了近 3000 公斤。

农技师现场“开方”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方盼亮

“我种植的葡萄一到成熟期就长霉
斑，是有什么病虫害吗？ ”“小龙虾老不
进笼是怎么回事？”……6 月 22 日上午，
在铜陵市农业农村局举行的 “学党史、
办实事、促发展”农业专家科技讲坛上，
一些植种养殖大户在现场提问或通过
论坛直播进行在线咨询。

近年来，“稻虾共生”模式在铜陵广泛
推广，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活动中，铜
陵市农业农村局水产中心主任李振业以
“稻虾综合种养”为主题向广大种植养殖大

户作专题培训；铜陵市种植、畜牧、水产等
各领域的农技专家还就农户在生产过程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现场答疑解惑， 并当场公
布各自手机号码，随时接受农户咨询。

“我做稻虾综合种养时间不长 ，技
术方面还不是很成熟，特别是像现在这
样的生产高峰期，能够当面得到农技专
家的指导帮助，真的是获益匪浅。 ”大户
金鑫在面对面咨询专家后高兴地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铜陵市农
业农村部门开展“学党史、办实事、促发
展”系列活动，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
农业生产一线调研，开展“群众定制”，
当好农技“宣传员”、农田“辅导员”。

前几天，枞阳县枞阳镇铁铜洲金铜
蔬菜基地负责人余青青急坏了，眼看着
别人棚里种植的蔬菜长势旺盛，自家大
棚里的蔬菜却病怏怏的。 枞阳县农技人
员何永忠得知该情况后，专程上门传授
辣椒等种植管理技术。 “农业专家的到
来就像一场及时雨， 解决了我的困难，
我要点个赞。 ”余青青感激地说。

铜陵市、 枞阳县农技专家还将水
产、种植、畜禽等农业产业技术方面的
资料编印成册发放到农户手中，同时创
新推出 “智慧田间课堂”“农技共享”等
服务，赢得了农民群众的高度评价。 “我
们将切实办好为农实事，持续加强指导
帮扶， 提高农业产业科学经营管理水
平，以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 ”铜陵市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良书表示。

“一对一”暖心扶企
■ 本报记者 徐建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九华黄精品质优良，我很看好其
投资前景。 ”在青阳县华药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承包的黄精种植基地，香港弘禹
资本合伙人莫维勤对公司负责人王建
凯说。 4 月份以来，池州市经济和信息
化局和青阳县开展“四送一服”专项行
动，组织带领多家投资企业现场参观九
华黄精产业，在企业间架起合作桥梁。

九华黄精是青阳县的特色农产品，
食药两用，已入选“十大皖药”。 近年来，
该县围绕九华黄精开发出了黄精茶、黄

精酒、黄精蜜饯等系列产品，并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认证。

因九华黄精种苗成本高， 生产周期
较长， 需要在 3-5年内持续不断地稳定
投入，给当地的种植企业、农户带来不小
的资金压力， 导致当地九华黄精的产量
满足不了加工企业的原材料需求。 在了
解到黄精生产、加工企业的难题后，青阳
县建立“一对一”服务帮扶制度，确定包
保联系干部，主动对接，为种植企业和农
户争取产业贴息贷款、 小额担保贴息资
金、林权抵押贷款等。 此外，还通过搭建
平台引进知名企业入驻青阳， 鼓励优势

企业以联合、兼并、参股、控股等方式进
行重组，培育龙头企业，发展黄精产业。
目前，该县已成功申报“九华黄精产业+
金融+科技”试点项目和中央财政九华黄
精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

青阳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池
州市农业农村局、科技局加强与安徽农
业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合作，对九
华黄精的功效机理、良种繁育、生态种
植等进行研究，为其产业规模化、标准
化、品牌化、链条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目前，青阳县黄精产业种植和育苗总
面积分别达 1.4万亩、550亩。建成百亩以
上种植基地 18个、“十大皖药” 标准化种
植基地 1 个、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九
华黄精）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2 个、九华黄
精省级物联网示范基地 1个、九华黄精休
闲农业示范基地 2个， 新增九制黄精、黄
精粉丝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3个。

为民办实事 枝叶总关情

“智囊团”惠企便民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彭阿娜

“税务局党员智囊团的服务就像
‘量身定制’一样，热情高效，让人心里
暖暖的。 ”日前，在淮南市大通区政务大
厅税务局窗口，前来办理业务的锐超门
窗店经营户孙芳芹感触颇深。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淮南市税
务部门紧紧围绕 “优化纳税服务 办好
惠民实事”， 及时抽调骨干力量组建党
员智囊团，常驻办税服务厅，结合纳税
人的疑难问题“协同会诊”，为纳税人提

供专业化辅导和精准化服务。
“今年一季度，公司共申报出口退

（免） 税销售额 2513 万美元，1388 万元
退税款已经全部到账，这笔款项缓解了
企业的资金压力。 ”安徽灰熊视创科技
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强告诉记者。

作为一家外贸型企业，灰熊视创科
技成立于 2019 年，受疫情影响，企业出
口销量锐减，面临资金短缺、运转困难
的危机。 “党员智囊团”中的税务干部文
敏及时帮助企业辅导减税降费政策，为
出口企业带来新的转机。

针对出口企业的困难和现状，“党

员智囊团”拿出实招，对涉及出口的企
业一对一精准推送政策，将办理出口退
（免） 税的平均时间由 7 个工作日提速
到 5 个工作日。 针对不同企业群体探索
建立了“直连高效税企”沟通微信群，做
到勤联系、精辅导、听诉求、办实事。

为更好地向纳税人、缴费人办事提供
优质服务，寿县税务局先后设立了咨询服
务热线、年度汇算专区、老弱绿色通道等，
提高办税效率，简化办税流程。 在做好线
下服务的同时，“党员智囊团”发挥青年党
员团员作用，将纳税服务搬到线上，定期
通过“云会面”形式为企业答疑解惑。

淮南市税务局系统党建科科长杨
勇告诉记者，“党员智囊团”是落实“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重要
举措和服务载体， 目的是税收惠民，为
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办好事、办真事。

濉溪县政务

服务中心人社窗

口梳理服务群众

高频服务事项 ，
将 10 个关联事
项打包成 “一件
事”，企业和群众
只需通过 “一个
窗口 ”，提交 “一
套材料”，即可实
现一次办理。 图
为 6 月 20 日窗
口工作场景。

本 报 记 者

丁贤飞 摄

6月 28 日，黄
山市屯溪区昱东

街道水心亭社区

工作人员与社区

卫生服务站医护

人员上门为辖区

内的老年人量血

压、测血糖。屯溪区
水心亭社区把党史

学习教育同推动工

作、 解决实际问题
结合起来， 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

本报记者 潘

成 本 报 通 讯 员

徐雅娜 摄

6 月 29 日， 黄山市
歙县武阳乡开展书写

“红色家书 ”向党 “说说
心里话” 活动， 表达知
党 、敬党 、爱党 、颂党的
真情实感。 图为该乡机
关党员、 干部们正在将
一封封“红色家书”投放
在邮袋中。

本报记者 潘成 本

报通讯员 郑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