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委政法委机关委务会传达

学习省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
张韵声主持

本报讯（记者 李晓群）8 月 10 日下
午，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韵声主持召
开省委政法委机关委务会， 传达学习省
委十届十三次全会、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电视电话会议和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以及 《中央政法委关于
进一步做好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通知》等。

会议强调，要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 ，迅速学习贯彻省委
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特别是省委书记
李锦斌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担
当动力，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具体实践。

会议要求，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具体要求，时
刻警醒疫情“常态化”不等于“正常化”，
“低风险”不代表“零风险”，全力做好疫
情防控、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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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明确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
自今年 9月 1日起施行

本报讯（记者 汤超）记者从省税务
局获悉， 日前，《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安徽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
等事项的决定》（第四十九号公告）发布，
自今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据了解 ，去年 8 月通过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契税法 》 也将于今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其中， 授权地方在 3%~5%
的税率幅度范围内决定本地区适用税
率 ， 以及决定部分情形免征或者减征
契税的具体办法 。 省税务局会同省财

政厅对我省近三年来契税征收情况进
行结构性分析 ， 参考其他省份特别是
苏浙沪三地做法 ，充分征求省 、市相关
部门和部分重点企业意见 ， 按照立法
程序形成 《决定 （草案 ）》，报省政府公
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后 ， 由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通过。

《决定》明确，我省契税具体适用税
率为 3%。 因土地、房屋被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且重新购
置土地、房屋的，成交价格不超过货币补

偿部分免征契税，超出部分征收契税；选
择产权调换且不缴纳差价的免征契税，
缴纳差价的，对差价部分征收契税。因不
可抗力灭失住房，重新承受住房权属的，
免征契税。

此外，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
环节契税 、 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
（财税 〔2016〕23 号 ）规定 ：对个人购买
家庭唯一住房， 面积为 90 平方米及以
下的 ，减按 1%的税率征收契税 ；面积

为 90 平方米以上的，减按 1.5%的税率
征收契税 ；第二套改善性住房 ，面积为
90 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 1%的税率征
收契税 ；面积为90 平方米以上的，减按
2%的税率征收契税。 按照税制平移、税
负不变的立法思路，该契税优惠税率目
前仍然在执行，《决定》的施行不会影响
个人享受购买住房契税优惠政策，符合
条件的个人购买住房的契税优惠税率
保持不变。

·权威发布·

“执法月”活动强化为劳动者维权
8月 11日至 9月 5日， 检查用人单位

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

本报讯（记者 田婷）记者 8 月 11 日
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即日
起至 9 月 5 日， 我省用人单位遵守劳动
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夏季执法
月活动进入执法检查阶段， 进一步贯彻
落实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维护广大劳动
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

此次执法月活动分宣传自查、 执法
检查。执法检查对象包括各类用人单位，
重点是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建筑、制造、采
矿、餐饮、家庭服务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以
及劳务派遣单位。 检查内容包括用人单
位特别是建筑施工企业遵守工资支付保

障制度规定、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执行、遵
守工时和休息休假规定、 遵守高温津贴
规定、劳动合同签订、参加社会保险并缴
纳社会保险费、参加年度书面审查，以及
劳务派遣单位及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
规定等情况。

执法月活动将加强治理拖欠劳动报
酬、违法超时加班、建筑施工企业不落实
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等突出违法问题，强
化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和失信联合惩戒，
督促用人单位依法合规用工。同时，加大
劳动保障监察力度， 督促企业落实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责任。

各地严防强降雨
迅速落实巡查防守和转移避险措施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8月 10日以
来，我省淮河以南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
程，部分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水位快速
上涨，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风险
增大，防汛形势复杂严峻。连日来，各地
迅速行动、主动应对，落细落实巡查防
守和转移避险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了解，围绕监测预警，各部门快
速行动，省防办、省应急管理厅连续发
布了暴雨防范预警，发出《关于做好近

期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 紧盯
强降雨落区，加强定点调度，督促各地
落实防范措施；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
局连续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地质灾
害气象黄色预警，滚动发布暴雨预警信
号；省水利厅紧盯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和
山洪灾害防御两大风险点，加强水利工
程监控调度和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向相
关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 2.8万条。

据气象部门预测，强降雨时段出现
在 8 月 11 日至 13 日，累计雨量大别山

区和沿江江南 100~200 毫米 ， 局部
200~300 毫米； 江淮之间中部 70~150
毫米，局部 160~260毫米。

“本轮强降雨最大特点是小时雨
强强 ，容易造成局地内涝 、山洪地质
灾害 ，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非常必
要。 ” 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
蔡正中说。

目前，安庆市紧急转移危险区群众
192 户 331 人， 宿松县对 493 处山洪、
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危险性切坡建房户

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 宣城市持续
调度预降南漪湖、港口湾水库水位，累
计派出 245 组 、923 人次加强巡查防
守； 池州市派出 4 个工作组对小型水
库、山洪灾害点等进行专项检查；六安
市出动各类巡查人员 3500 余人，提前
组织 83 人转移避险；合肥市提前转移
危险区群众 118 人。

目前，强降雨仍在持续。 据介绍，
下一步， 各地将继续严阵以待， 加强
监测预报和会商研判， 及时发布临灾
预警， 及时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持续
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 城乡内涝防
范、 高水位河湖库的巡查防守， 做好
值班值守和抢险救援准备， 确保发生
险情快速高效处置， 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省提升暴雨应急响应至三级
本周强降雨持续

本报讯 （记者 史力）8月 12日上午 11时 30分，
经综合研判，省气象局提升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
应急响应为三级。 此前，8月 10日 15时，省气象局启
动了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当天 11时省气象台还发布
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本周内
我省强降雨预计将持续，需要加强相关防范应对。

据省气象部门观测，9日以来我省强降水主要位
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9 日 8 时到 12 日 8 时累积
降水量，全省有 1335个站超过 50毫米，覆盖面积占
全省的 21.3%，258个站超过 100毫米， 最大宿松西
源水文站，达 256毫米。12日 3时至 15时，淮河以南
继续出现大范围降雨，其中江淮之间雨势较大，全省

有 9个雨量站累计雨量超过 110毫米， 其中庐江县
同大魏荡站点雨量最大，达到 188.2毫米。

预计13日淮河以南强降雨将持续，其中大别山区
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
有局地雷雨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小
时雨强达40～70毫米，局部超过80毫米。 14日到15日主
雨带南压，江南南部中雨，其中14日部分地区大雨到
暴雨，局部大暴雨。 16日到17日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
仍有较明显降水，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气象部门提醒，要关注15日前大别山区和江南的
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局地城乡内涝，大别山区和皖南山
区需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注意做好雷雨大风防御。

省防办发出紧急通知

果断转移危险区人员 全力保障生命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8 月 12 日晚，省防办发

出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迅速贯彻落实
国家防总会商会和省领导批示精神， 做好当前强
降雨防范和人员转移避险，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

据气象预报，今明两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
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局地雷
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由于本轮降雨
持续时间长、局部雨量大、短时雨强强，致灾性高，
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通知指出，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当前我省强
降雨已到了落地成灾的程度，稍有不慎，就有可能
造成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 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侥幸心理， 以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

神，全力打好强降雨防御仗。
围绕重点部位防范，通知强调，山洪、地质灾害

防御，中小河流、中小水库防汛，城市内涝防范是此
次防御工作的重点部位， 也是防御的薄弱环节，各
地务必盯紧看牢，层层压实责任，切实把各项防御
措施落实到人到岗、落地生根 ，确保不溃堤 、不垮
坝，确保不发生人员伤亡。

通知要求，要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人员，在准
确研判雨情、汛情、灾情的基础上，针对江河洪水、
城镇内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灾害风险，按照“宁可
兴师动众，宁可十防九空 ，决不能失之万一 ”的要
求，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特别是对居住高风险
区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等自救能力较弱的人员，要
组织力量提前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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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弘毅）8
月 12 日 18 时， 省水利厅、省
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
象预警。 其中，池州市东至县，
黄山市全境， 宣城市宁国市、
绩溪县 、旌德县 、泾县为橙色
预警级别。

预计 8 月 12 日 20 时至 8
月 13日 20时，池州市东至县，
黄山市全境，宣城市宁国市、绩
溪县、旌德县、泾县发生山洪灾
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安庆
市全境， 池州市石台县、 青阳
县、九华山风景区、贵池区，合
肥市庐江县，六安市金寨县、霍
山县、 舒城县， 马鞍山市博望
区， 铜陵市全境， 芜湖市繁昌
区、南陵县、无为市，宣城市郎
溪县、广德市、宣州区发生山洪
灾害可能性较大 （黄色预警）；
六安市金安区、 裕安区可能发
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预警指出，各地要密切关
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
测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提前
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

地质灾害橙色预警
本报讯（记者 夏胜为）8 月 12 日，省自然资源厅

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8 月 12 日 20 时至 8 月 13 日
20 时，池州市全境，黄山市全境请加强防范，同时做好
灾害隐患点上人员转移准备工作；黄色预警：六安市全
境，安庆市全境，铜陵市全境，宣城市全境，合肥市的庐
江县，芜湖市的繁昌区、无为市、南陵县，广德市，宿松
县请注意防范， 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 一旦发现隐
患，提前避险转移。

“车厢党课”为企业赋能
———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淮北市保安

有限公司党支部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淮北市保安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
打造金融安保“移动堡垒”党建品牌，党
支部“面”的引领力、党小组“线”的推动
力、党员“点”的辐射力“三力联动 ”，在
武装押运、人力防范 、物业管理三个产
业方向上，实现了党建工作与经营发展
“双轮驱动”。

该公司有武装押运员工 200 多人，
主要负责淮北市 13 家金融机构的日常
送款、武装守库等工作。 “每周我们都会
在工作之余开展一次‘车厢党课’。”淮北
市保安有限公司押运二中队车长李伟
说。 最近，李伟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在车
厢内， 围绕淮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开展
了一次党课，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员工们很多时间都在路上。 结合
这个特点， 我们以 ‘晨党课 ’‘车厢党
课’等形式，利用押运队员晨训前的 15
分钟、任务结束后的休息时间 ，讲述党
史小故事、身边典型事迹 ，分享学习感
悟 ， 构建全方位 、 全流程的 ‘初心课
堂’。 ”淮北市保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总经理吴信威告诉记者 。 近年来 ，
该公司先后培育 360 名业务骨干 ，涌
现出淮北市抗洪抢险救灾优秀党员 、
淮北市劳动模范 、 “五一劳动奖章 ”获
得者等 60 余人。

近年来， 随着支付方式的改变，淮
北市保安有限公司的发展也面临挑战。
“公司成立党员攻坚突击队， 破解瓶颈
难题。 ”吴信威告诉记者。党员突击队在
该公司相关部门的带领下，聚焦效率效
益，合并优化 8 条押运线路 ，降低车辆
管理成本 930 万元。 在城市小区“美颜
计划”“智力扶贫 ” 输送保育员等工作

中，党员也都拼搏在前 ，为公司发展增
添了新动能。

“有师傅带， 我感觉自己在警戒站
位、突发状况处理等方面进步都非常快，
还在淮北市保安业务技能竞赛中获得了
好成绩。”公司年轻的保安员梁良高兴地
说。 梁良是公司“党员师带徒，双向同进
步”活动的受益者之一。淮北市保安有限
公司采取“1+1”模式，由党员业务骨干担
任“师傅”，加快新员工成长成才，被新员
工一致点赞。

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淮北市保安有限公司通过“党员示范岗”
“党员示范车”“党员包保责任区” 等活
动， 推行 “四防”“四勤五要”“两要两注
意”隐患排查安全确认法，连续多年实现
安全“零事故”。

“我们是从濉溪县百善镇过来的，正
在公园里玩，也不知咋的，闺女突然就不
见了……”面对惊慌失措的游客，淮北市
保安有限公司南湖项目部的保安员和公
园保洁人员立即行动起来， 最终帮助这
位母亲找到了孩子。 南湖项目部的保安
员们隶属于公司第六网格党小组。 记者
了解到， 淮北市保安有限公司组建了 7
个网格党小组，选塑“能打善战”的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 130 余人担任网格员，划
分 7 大片区 45 个网格，以“小网格”提供
“大服务”， 切实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年来，该公司
涌现出救助迷失老人的袁志成、 巧救跳
楼男子的“淮北好人”周湘宸等先进典型
40余人。

近年来， 淮北市保安有限公司先后
被授予 “全国先进保安公司”“全省先进
保安公司”“安徽省保安员职业技能竞赛
团体优胜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日前， 在怀宁县小市镇平
坦社区紫薯基地， 主播通过网
络推介农产品。 为带动产业发
展和帮助群众增收， 当地依托
社区经济联合社人才优势 ，通
过各网络平台把红薯系列产品

推向全国各地。
本报通讯员 檀志扬 张冰 摄

直播带货助增收

8 月 11 日拍摄的阜南县林海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该公司计划在全县建立 8 个
生物天然气生产站， 全部投产可处理 177 万头猪当量的畜禽粪污、20 万吨秸秆等，
实现生物天然气年产能 5000 万立方米，有机肥年产能 20 万吨。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