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 9月 11日，淮北市相山区预征青年在参加役前队列训练。连日
来，该区人武部组织全区 130 多名预征青年开展为期 13 天的役前
全封闭式训练，体验军营生活，提高适应能力。

本报通讯员 万善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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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交流合作 建设“双创”载体

宣城提升人才全周期服务水平
本报讯 （记者 张敬波） 记者 9 月 7

日从宣城市委组织部获悉，今年以来，该
市聚力招才引智，不断提升人才“引育留
用”全周期服务水平，努力营造良好人才
生态，全面打造“一地六县”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产业集中合作区人才高地。 今年
1 月至 6 月，该市共赴外地 20 个城市开
展招才引智活动 76 场，与 68 个高校、科
研院所开展各类对接活动 107 次， 共引
进各类人才 11669人。

作为我省唯一与苏浙均接壤的地级
市， 宣城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进程中，深化区域人才交流合作，制定
出台 《宣城市加强长三角地区人才交流
合作工作方案》，积极推进长三角地区人
才标准共建、市场共育、资源共享、合作
共赢。今年 4 月，该市举办新能源产业联
盟成员大会暨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编制《G60 科创走廊新能源产业高层

次人才需求目录》，联合发布 103 个岗位
400 余项人才需求 ， 达成合作意向 37
人。同时，该市与长三角城市联合招引海
内外优秀人才， 组织 7 家重点企事业单
位参加现场活动， 组织 5 家企业参加长
三角 “直播带岗” 全球高层次人才云聘
会，发布人才需求 43 个，达成初步意向
11 人。

宣城市今年建立与高校常态长效合
作联络机制，与 28 所高校共同成立“宣
城校地合作联盟”，举办校地校企合作对
接会和重点企业人才引进洽谈会， 来自
沪苏浙等地近 30 所高校 600 余名高校
毕业生参加现场招聘洽谈 ，1 万余名大
学生参加线上招聘。在北京大学、长安大
学等 5 所高校设立招才引智工作站，与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签署共建硕博研究
生暑期社会实践基地协议，组织 28 名清
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和 9 名北京大学硕博

研究生来宣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就
26 个项目开展指导帮扶、科技攻关。 建
成启用 “宣城—高校人才创新资源网上
对接平台”，发布 44 家企业 45 个技术需
求和 12 所高校 777 个科技创新成果，中
国农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12 所高
校与 29 个项目单位达成技术合作意向，
解决技术问题 9个。

宣城市不断加大创新创业服务载
体建设 ，大力发展众创 、众包 、众服 、众
筹等新型创新创业服务机构，为人才培
育成长和企业发展提供平台，目前该市
建成省级孵化器 3 个、省级以上众创空
间 9 个。

今年以来，该市共招引 3 个高层次
科技人才团队项目，推荐申报省级科创
团队 1 个 。 为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
境， 该市落实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制度，
484 位市县级领导共联系 968 名专家人

才。 同时设立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将
12 个部门人才服务事项打包成一件事
办理。 建立“宛陵优才卡”制度，持卡人
可享受子女教育、 住房、 投资创业等 9
项服务。 设立人才专项资金，近 5 年市
县财政累计投入人才发展资金 5.2 亿
元，兑现人才薪酬补贴、购房补贴、研发
和引才奖励 3.9 亿元 ， 建成人才公寓
1600 余套。

·编后·

引进人才需要完善的服务体系，还
需要搭建人才成长的平台， 让人才找到
施展本领的舞台， 让他们在实干中进一
步锻炼提升。 宣城市坚持人才 “引育留
用”全链条精准发力，使优秀人才能充分
发挥创造性， 也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人才支撑。

信用村引来了“金融活水”

■ 本报记者 沈宫石

初秋时节，记者走进芜湖市繁昌区
峨山镇沈弄村村民徐婷婷的家庭农场。
正值葡萄上市季节，她一边张罗着员工
采摘，一边忙着联系客户销售，脸上不
时露出笑容。

徐婷婷 10 多年前开始返乡种植
葡萄， 如今已是拥有 400 多亩葡萄园
的种植大户。 就在前些年，她一直在为
资金问题而发愁， 想为葡萄园架个大
棚，手上却没有多余的资金，银行贷款
要有抵押物，或者请相关人员担保，借
贷门槛高。

2019 年，繁昌区被确定为全省党建
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选点区，并在新港
镇、峨山镇 12 个村先行开展。经过评定，
沈弄村被繁昌区评为“信用村”，徐婷婷
也被评为村里的“信用户”。凭借一本“农
户信用证”，她很快拿到了中银富登村镇
银行 15 万元贷款， 架设大棚的资金难
题得以解决。“改为大棚种植，产量高了、
品质好了，收入肯定多了。 ”徐婷婷说。

童坝村党委书记马如冰告诉记者，
信用村引来了 “金融活水”，2019 年全
村共评定信用户 755 户，良好的信用环
境为农户换来累计 162.9 万元的信用
贷款，村里的种植业、养殖业得以快速

发展。童坝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信用示
范村， 并于 2019 年底获评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

繁昌区从信息采集、 评价指标设
置、乡风文明评议、评级结果运用等方
面，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各涉农金融机构运用党建引领
信用村建设成果，将信息变信用、信用
变信贷，结合授信主体实际需要，第一
时间发放信用贷款，并推出了“信易贷”
等系列信贷产品，支持信用主体发展生
产。参与信用村建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见证（信用证）即贷”，推动金融便民服
务下乡。

新港镇克山村前些年引导村民发
展白茶种植，但资金压力让村集体经济
发展停滞不前。 2019年，克山村被评为
3A 级信用村后，成功申请到 60 万元乡
村振兴发展集体经济资金，投入白茶种
植合作社， 增加白茶种植面积 150 亩，
荒山得以流转，村民收入大幅增加。

如今在繁昌区，被评上“信用户”的
村民发展生产需要资金，不再需要任何
抵押，通过当地银行的手机软件，动动
手指就可以随借随贷。

截至今年 7 月，繁昌区 2 个选点镇
12 个村 ，共评定信用村 10 个 ，评定信
用户 7798 户。 10 家金融机构推出的金
融产品， 累计为全体信用户授信 8.19
亿元、累计用信 3380.74 万元，用信余额
2261.6 万元。该区在前期选点建设取得
成效的基础上，将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
向纵深推进，扩面到全区 6 个镇、繁昌
经开区和 74 个村。

“税融通”架起融资立交桥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王永

“多亏税务部门帮我们及时修复了
纳税信用，300 万元信用贷款才及时到
账，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 现在公司产
销两旺，我们的鹅苗在市场上非常有竞
争力。 ”近日，新皖鹅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成海和记者聊起了宿州市埇桥区税
务部门对企业的支持。

新皖鹅业有限公司是从事鹅苗孵
化、饲养、销售及售后服务的农业企业，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鹅苗行情不
断下跌， 公司一度面临资金短缺困难，
生产经营活动无法持续。

宿州市埇桥区税务局税务干部在
“四送一服”日常走访中得知这一情况，
及时向企业讲解了纳税信用等级 A 级、
B 级、M 级企业可以获得“税融通”贷款
的政策。 可是在办理贷款过程中，企业
会计人员因疏忽造成两个评价指标扣
分 ，影响了企业评级 ，无法办理 “税融
通”贷款。

埇桥区税务局迅速抽调业务骨干，

对企业开展“一对一”辅导，指导企业及
时纠正失信行为， 并帮助企业积极与政
府有关部门沟通，最终修复了失分指标，
公司纳税信用等级由C级修复到B级。

“得益于良好的信用评级，公司很
快就办成了建设银行 300 万元 ‘税融
通’贷款。 再加上 140 余万元的增值税
等税费优惠， 公司解决了资金周转困
难。 ”张成海说。 最近，企业用这笔钱新
扩建了 1800 平方米的厂房，新上了 89
台孵化器。

为了支持企业长远发展， 该区税

务部门还为新皖鹅业制定了 “信用升
A 计划 ”， 包括开展申报纳税专题辅
导、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税费优惠政
策解读等内容 ，变企业融资 “独木桥 ”
为 “立交桥 ”。 日前 ，在税务部门的指
导下， 新皖鹅业纳税信用等级终于升
级为 A 级 。 如今 ，新皖鹅业除在发票
领用 、 日常办税方面更加便利外 ，在
参加政府各类评优、 融资等业务中也
能获得“加分”。

眼下， 埇桥区税务部门积极落实
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帮助新皖鹅业不
断发展壮大， 该企业被认定为安徽省
级重点龙头企业。 企业在自身获得良
好发展的同时， 大量吸收当地村民前
来务工 ，以 “公司+农户 ”方式 ，带动当
地 96 户农户参与养鹅，户均毛收入每
年 9 万元。

合肥上半年生产总值增速超全省平均水平

本报讯（记者 许根宏 ）记者 9 月 7
日从合肥市统计局获悉， 今年上半年合
肥市 GDP 总量 5203.46 亿元， 按可比价
格计算， 同比增长 13.6%， 分别快于全
国、全省 0.9 个和 0.7 个百分点；该市两
年平均增长 6.7%，分别快于全国、全省
1.4 个和 0.1 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 合肥市经济运行呈现
良好态势，工业生产稳步增长，投资结构
不断改善，市场消费稳步增长，财政收入
逐步增加，物价水平相对稳定。

在工业生产方面， 上半年合肥全市

2177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29.5%，两年平均增长 14.5%，工业
用电量 102.89亿度，同比增长 26.4%。在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 上半年合肥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1%，两年平均增
长 1.2%， 年内首次实现增速 “由负转
正”。 在国内消费方面，上半年合肥全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660.79 亿元 ，同
比增长 24.4%， 两年平均增长 9.7%。 在
财政收支方面， 上半年合肥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479.74 亿元，同比增长 18.5%，两
年平均增长 5.1%。

黄山市屯溪区做强城郊型产业

本报讯（通讯员 方建云 记者 吴江

海） 黄山市屯溪区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 ，依托中心城区丰富 “菜篮子 ”、建好
“采摘园”、打造“农家乐”，因地制宜发展
做强城郊型特色产业， 探索城郊型乡村
振兴新路径。

今年以来 ，屯溪区统筹产业 、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 、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 、
城镇开发 、村落分布等空间布局 ，强化
中心城区综合服务和辐射带动功能，创
新开展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擂台比武
排位赛 ，选派机关干部 、金融专员和专
技人员进村入户，重点支持乡村产业发
展，优先引导群众发展精致农业 、生态
农业和现代服务业， 以基地园区化、集

约化为抓手，实施茶产业提质和蔬菜基
地提升行动 ，建设蔬菜 、瓜果等环城区
特色采摘集聚区 、产业带 ，形成服务城
市、服务市民的 “菜篮子 ”基地与 “采摘
园“生活配套平台 ，推动城乡生产与消
费有效对接。

同时， 屯溪区利用农村近郊区位和
自然生态优势， 以观光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为主题， 打造全域乡村公园， 推出
“烟雨徽州、田园徽州 、村落徽州 ”独特
IP 的创意产品，发展集民俗体验与都市
时尚于一体的乡村旅游， 涌现出高端民
宿、艺术沙龙、咖啡吧、书吧等新业态，以
产业融合促进体验消费， 推动农林文旅
康体商等产业城乡联动、全面发展。

铜陵开展农村公路状况集中检测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彬 陈燕飞）近
日， 铜陵市交通运输局县乡公路中心聘
请第三方检测机构， 首次开展农村公路
路面技术状况评定和农村公路危桥评
定，采用智能化检测方式，为全市农村路
桥精准“把脉”。

近年来， 随着铜陵市农村公路里程
不断增多，交通流量不断增大，为及时掌
握全市农村公路和桥梁质量状况， 铜陵
市今年首次对农村公路、 桥梁进行检测
和专项评定。 8 月 30 日起，该中心抽取

约 500 公里农村公路和 41 座农村公路
危桥开展评定工作。

该市通过对农村公路 、 桥梁的智
能化、专业化检测 ，获得科学 、全面 、精
准的数据支撑 ，形成农村公路 、桥梁的
检测信息档案。 基于“体检”报告，当地
交通运输部门可全面掌握该市农村公
路、桥梁目前的技术状况和运行状态 ，
将为该市下一步路桥养护工作提供可
靠的科学依据 。 此项工作今后每年将
常态化开展。

“怀远糯米”冠名高铁列车首发
本报讯（通讯员 年福烨 记者 孙言

梅）9 月 9 日， 由 “怀远糯米 ” 冠名的
G3180 次列车在上海虹桥高铁站首发，
终点站兰州西站， 运行线路以京广沿线
向东部地区延伸，提高“怀远糯米”品牌
知名度。

怀远县是全国糯稻主要生产基地之
一。目前，该县糯稻种植面积 90 万亩、产
量 50 万吨， 糯米加工企业 270 余家，年
加工能力 200 万吨以上， 一二三产全产
业链产值近百亿元。

近年来 ，怀远县与南京农业大学 、
合肥工业大学等院校合作成立糯稻产
业研究院 、糯稻产业技术联盟 ，科技创
新能力不断增强 ， 系列专用糯米粉等
新产品成功研发上市 ，吸引 “五粮液 ”
“三全 ”等国内知名企业纷纷抢滩怀远
糯稻市场。 该县还引进今三麦、米老头
等精深加工企业 ，生产汤圆 、粽子等速
冻食品以及暖心米饼 、 玉兰酥等休闲
食品 ， 初步实现糯稻初加工向精深加
工转化。

新兵役前训练忙

视点

荨 9 月 7 日， 安庆市迎江区龙狮
桥乡武装部组织秋季入伍新兵在

黄镇纪念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通讯员 黄有安 严浩 摄

9 月 11 日，合肥市淝南社区举办“树立科学志向 激发科学梦想”主题科普日活
动，现场设置了“瓦特与水壶”的科普小话剧、“水与争锋”科学实验，并设有航模展
区、科技小制品展区、3D 打印体验区以及机器人展区。今年全国科普日从 9月 11日
开始，持续到 9月 17日。 本报记者 姚林 摄

桐城育才引智助推创新创业

本报讯 （记者 洪放 通讯员 潘月

琴）今年以来，桐城市聚焦政策创新，大
力实施“文都英才”工程，推动育才引智，
着力打造人才集聚高地。目前，桐城市重
点建设院士工作站 2 家、 省级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 4 家、 技能大师工作室 20 家、
省级各类创新（服务）平台 54 家、省级新
型研发机构 3 家、博士后工作站 5 家。

桐城市聚集战新产业，培育领军人
才，开展企业家培育行动 ，建立企业家
队伍信息库，实行动态管理；围绕“新生
代”企业家 、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
升， 不定期组织企业家外出考察学习，
推荐企业家参加工信部领军人才总裁
高级研修班、省“新时代 、新制造 、新徽

商”大讲堂等培训活动 ；开展桐城市年
度经济新闻人物评选活动，选树“双创”
标杆。 目前，该市培育省战新产业领军
人才 19 人。

为鼓励高层次人才创业， 该市一方
面积极创新人才政策扶持， 出台人才引
进与培育支持政策， 设立人才发展专项
资金，健全保障体系。同时，深入实施“文
都英才”五大行动计划，围绕机电装备、
绿色包装两大首位产业， 制定重点产业
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健全柔性引才途径；
支持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建设，成
立桐城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今年又与
合工大共建产业研发中心，“智囊” 队伍
不断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