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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村官”引来致富“活水”
■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本报通讯员 丁满莲

近日， 位于东至县胜利镇的安徽省
正润时装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正林的账户
收到一笔 200 万元银行贷款。

“感谢‘金融村官’，帮助我们申请到
了 200 万元授信 ， 公司终于恢复运转
了。 ”周正林说。

受疫情影响， 正润时装有限公司出
口货物受阻，资金周转困难。

东至农商银行胜利支行的 “金融村
官”曹先进上门走访调研，评估该公司运
营及信誉度等情况后，主动送来这场“及

时雨”。 同时还对公司 200 名员工进行
“整厂授信”，目前已授信 32 人，授信额
为 380 万元。

为推进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 进一
步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效率和水
平，7 月中旬，东至县召开党建引领信用
村建设工作联席会议， 从东至农商银行
部门负责人、网点负责人、客户经理中择
优选派 100 名“金融村官”，分别与全县
全部 251 个行政村和社区结对，围绕“三
农”服务需求，着力补齐农村金融发展短
板，增加农村金融有效供给。

在东至县尧渡镇东山村程国明家的
猪舍， 记者看到程国明正在给 100 余头

生猪投喂饲料。 “每天都需要消耗大量
的蔬菜、玉米、米糠等，成本非常高。 我
了解到程国明没钱买饲料的情况后，当
天就为他办理了 3 万元贷款以维持正
常运转。 ”正在上门了解情况的“金融村
官”吴珺说。

“不要将身份证出租或借给他人，否
则可能会像故事里的人一样， 成为他人
金融诈骗活动的替罪羊。 ”近日，在昭潭
镇官营村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金融村
官”程华沙正结合身边鲜活案例，向村民
宣传“反电信诈骗、反洗钱”知识。

“‘金融村官’主要负责与镇村对接、
协作，宣传和落实金融政策、强化金融风

险防范意识、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推深做
实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等， 为广大
群众和企业送服务、带产品、授知识，支
持企业发展壮大、村民创业致富，将金融
服务触角延伸到‘最后一米’。 ”东至农商
银行党委委员朱少群说，“金融村官”为
村民引来了致富“活水”。

自选派百名“金融村官”以来，东至
县共举办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368 场次；
为 47 户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办理贷款
金额 749.6 万元 ， 帮助 47 户群众申请
498.5 万元用于发展种养业；办理“整村
授信”“整厂授信”“整街授信”共计 2072
户，授信额达 25546.8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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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雪
峰）宿州市统筹各警种
校园安全宣传和法治
宣传力量 ，成立校园安
全宣讲团 ，化解校园安
全宣传和法治宣传不
集中 、效果不突出等情
况 。 今年以来 ，校园安
全宣讲团深入全市各
中小学 ， 开展法律常
识 、反诈知识 、防欺凌
技能等宣传 ，为在校学
生撑起“安全防护伞”。

宿州市从全市公安
系统各个业务警种抽调
业务素质过硬、 演讲能
力强、 善于沟通表达的
民警成立校园安全宣讲
团， 深入全市各中小学
开展法律宣传。 聘请高
校、 社会专家和专门培
训机构， 对宣讲团成员
进行技能培训， 进一步
提高他们的演讲技能 、
课件和视频制作等专业

素质和与学生互动能力。
该市校园安全宣讲团针对不同年

龄阶段的学生，采取不同的宣讲模式。
根据初中生和小学生求知欲强的特
点，宣讲团在校园开展集中演讲，让学
生在与民警的互动中了解反电信诈
骗、防校园欺凌、远离黄赌毒等安全和
法律常识，树立法治意识。

安庆着力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成）安庆市从

空间保护、造林绿化、要素支撑 3 个方面
出发，着力提升林业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今年， 该市已申报 3 个保护地综合能力
提升工程和 7 个自然保护地能力提升项
目，预计年吸收二氧化碳 582 万吨，释放
氧气 516 万吨。

碳汇是指生态系统通过植物光合作
用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水化合
物， 并以有机碳的形式固定在植物体内
或土壤中， 从而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
度的过程。近年来，安庆市将 849 万亩林
地、253 万亩湿地、456 万亩生态保护红
线全部纳入自然生态空间保护范围，严

格管制其用途， 完成封山育林 17.20 万
亩 、 退化林修复 7.90 万亩 、 森林抚育
38.73 万亩。 同时，严格落实“七级包保”
责任制和森林防火 12 条措施，本轮森林
防火期实现森林火灾“零发生”。

该市通过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和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 完成人
工造林 9.91 万亩 ， 新建木本油料基地
4.58 万亩、 特色经济林基地 0.56 万亩、
林下经济基地 0.81 万亩。

安庆市通过加强林业品牌建设、培育
森林生态产品交易市场，认定市级林业龙
头企业 98 家， 实施林业科技创新合作项
目 18个，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宣城实施专项行动保障企业用工
本报讯 （记者 张敬波 通讯员 罗

烨） 记者 8 月 11 日从宣城市人社局获
悉，该市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采取给予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培训机构或个人奖
励等措施，保障企业用工。

宣城市重点实施企业用工保障服务
专项活动，从8月份开始，利用100天时间，
分产业、行业、企业、专业、工种，举办100场
以上的线上线下招聘会。同时，组织实施跨
区域劳务协作招聘行动、人力资源机构助
企行动、校企对接行动、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调剂用工”和企业自主用工行动。

该市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培训机
构 、劳务协作基地和村 (社区 )为该市缺
工企业引进劳动力、动员返乡务工的，以
及企业老员工通过 “亲带亲”“友带友”

“老乡带老乡” 等方式介绍引进新员工
的，根据稳定就业情况，给予相关机构或
个人一次性奖励；对参加由市、县人社部
门或开发区组织外出招聘的企业， 给予
一次性交通和食宿费用补贴。 同时对组
织进入实习阶段的市内外技工院校学
生， 到该市企业开展顶岗实习、 实践教
学，开展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岗位
技能提升培训、以工代训、企业新型学徒
制培训的，均按规定给予补贴。

宣城市加快园区职工公寓、 公共租
赁住房建设，积极推进生产性、生活性服
务配套设施建设。 统筹学前教育和义务
教育学校建设， 加强园区公共交通服务
保障。 积极引导企业改善工作、就餐、住
宿等条件，提高福利保障水平。

青阳推进公务员绩效管理试点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竟成 见习记者

阮孟玥）今年 7 月份，中央组织部决定在
安徽省、国家税务总局等 7 个省（区、市）
和部门开展公务员绩效管理试点。 青阳
县税务局作为全省税务系统唯一一家县
级层面公务员绩效管理试点示范单位，
积极推进试点， 初步构建起公务员平时
考核新体系。

青阳县税务局确定组织绩效任务、年
度重点任务等 5 类个性指标来源，实现部
门正职、部门副职、直接责任人员“三级承

接”；为了解决同类人员可比性问题，打造
分类别的公务员绩效管理指标库，实现考
核结果“机生机汇机考”。 同时，通过增设
“三三评价法”共性指标，从工作强度、工
作态度、工作难度 3 个维度，划分 3 个档
次实施考评，推动考核差异化。

今年以来 ， 该局政务服务好差评
“好评率 ”达到 100%，新体系正成为激
励税务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新
引擎，推动税务部门业务、服务、队伍互
促共进。

8 月 12 日，在滁州海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技术员在调试出口到印度的全自动冷柜内围板生产线部件。 上半年，该企
业先后与沙特、约旦、孟加拉国、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签订家电制造专用大型成套非标装备合同 20 台套，出口订单比
去年同期增长 34%。 近年来，滁州市琅琊经开区加速推动思想大提升、产业大提升、规划大提升、质量大提升、服务大提升，
不断增强发展新动能。 本报通讯员 李晓村 周尧 摄

先进装备出口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