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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萃四时美景，宜业宜居；尽得交通便利，
位置优越。

近年来， 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强化经
济发展的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功能，聚力优
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就业创业政策，全力以赴
打造宜业蜀经开。

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培育之土，
是市场主体壮大成长的生命之氧， 更是产业发
展的生命线。蜀山经开区经多年发展，已形成较
为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以“优化营商环境永远
在路上”的责任感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紧
迫感,深化改革、锐意创新，打造兴业“沃土”。

“四链融合” 赋能创新发展

开拓全域创新空间布局， 突出企业创新主
体作用，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四链”融合的科创生态。依托科教资源、人才资
源和平台优势， 让大气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术
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落地， 建设以节能环保
产业为主导的“中国环境谷”。

为了促进产业链集聚发展， 蜀山经开区利
用现有 10 万平方米的环境科技大厦做好重点
企业招引工作，加快占地 248 亩总面积 21.8 万
平方米的天瑞金环境科技园、 占地 100 亩总面
积 10 万平方米的工投·慧谷环境科技园等项目
建设， 进一步为环境高技术服务类企业提供发
展空间。

金融活水 润泽企业做大做强

针对资金要素供给，蜀山经开区在已有“科
创贷”基础上，创新推出首期 2 亿元规模的“战

新贷”金融产品和 1000 万元规模的“战新券”，
全力扶持环境企业研发创新，做大做强；设立 2
亿元“双创专项基金”，建立起“众创空间+孵化
器+产业园”的接力式企业孵化和培育体系。 定
期开展“银企对接会”活动，对于有前景的初创
企业，开发区积极对接银行、基金，提供担保，为
企业解决成长所需的资金问题。 对于有价值的
成果，开发区积极采购应用，提供市场示范，为
企业赢得可持续发展空间。

2021 年 5 月， 通过与合肥国控建设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的多轮接洽，共同开发推出“环
谷贷 ”项目 ，为小微企业 ，尤其是环境类企业
提供金融支持。 目前，已有 21 家企业申请“环
谷贷 ”项目 ，其中 ，10 家企业已成功收到放款
共 2810 万。

就业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 ,更是社会经
济发展的关键 ，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的就业 ,
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 蜀山
经开区高度关注辖区居民就业需求 ， 充分挖
掘潜在资源， 智慧平台与完备的人才政策体

系相结合，打造就业“宝地”。

资源整合 实现家门口就业

针对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问题，蜀山经
开区社会事务局通过深入走访调研，推出“家门
口就业‘1+3’服务”。

基于政企直通车“企业招聘”版块，通过微
站汇总“用工信息一本账”，做到主动服务、精准
对接； 将就业保障服务工作与基层治理工作深
度结合，在日常工作中关注就业需求，推广“社
区快聘”小程序，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做好“就
业”与“用工”的中间桥梁，打造“社区智慧就业”
平台，实现辖区居民 3 公里内就业。

此外， 开发区还为辖区内企业提供人力资
源服务， 通过开发区智慧园区平台等渠道发布
招聘信息， 免费参加由开发区组织各类招聘活
动。企业报送招聘需求，并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复
印件至开发区社会事务局， 社会事务局对接高
校、安排招聘会时间和场地，并及时发布招聘活

动通知， 辖区企业参与开发区组织的招聘会无
需支付任何费用， 并由开发区统一免费制作易
拉宝，市内免费提供大巴车来回接送。

招才引智 注入企业新活力

围绕 “中国环境谷 数字新园区” 发展战
略，蜀山经开区深入推进人才强区战略，为开发
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和人才支撑。

持续开展“企业人才需求大调研”活动，对
企业人才需求进行深入了解和摸排统计， 组织
辖区多家高端人才需求企业参加 “智汇合肥名
校行”活动。

在高端人才引进层面舍得花大力气 、动
真功夫。 补贴层层“加码”，在市、区层面政策
基础上， 针对在开发区注册企业任职的应届
全日制硕士、博士毕业生，发放生活补贴与购
房补贴。 与用人单位（非劳务派遣公司派遣人
员）签订三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按照合同签
订日起社保缴纳满一年， 予以申报主体 1000
元/人/月生活补贴 ,补贴年限一年 ；名下无房
产，在开发区内购买住房的，除享受市级政策
补贴外， 还可享受开发区配套的一次性 2 万
元购房补贴。

（徐明）

兴业沃土 就业宝地 全力以赴打造“宜业”蜀经开

2021年 8 月以来，旌德县人社局启动实施保障企
业用工“八大行动”和双招双引“百日攻坚”行动，积极
帮助企业缓解用工短缺，做好用工服务，促进企业发
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人力资源保障。

旌德县人社局介绍，“八大行动” 分别是： 实施
“114”招聘行动；实施跨区域劳务协作招聘行动；实
施人力资源机构助企行动；实施校企对接行动；实施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用工调剂”和企业自主用
工行动；实施企业用工环境提升行动；实施政策支持
保障行动。

深入打造“2+N”（即周三举办就业招聘会，周六
举办人才对接招聘会）招聘服务品牌。 全县已为 131
家企业开展 25 场线下招聘活动， 累计提供会计、文
员、服务员等岗位 897 个，为企业输送 376 人；开展
线上直播招聘会 5 场，观看人次突破 10 万人，达成
就业意向 85 人；在常规工作中引入创新机制，针对
乡村劳动人员、退伍复员军人等就业困难群体，开展

了 4 场以乡村振兴、退伍军人为主题的特色招聘会，
助力困难群体帮扶行动。

引入人力资源机构帮助企业发展。 县内部分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较为薄弱， 针对此现状并结合
第三季度研学活动，该县人社局组织县内 9 家企业，
选取 5 家各具特色的人力资源劳务公司， 开展劳务
对接交流会议，旨在吸收成熟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学习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强化跨区域劳务协作。为缓解县内劳动工作薪资
高但劳动强度大的企业用工问题，县人社局选取对劳
动强度不敏感的地区开展劳务合作。协同 5 家县内企
业赴亳州市涡阳县参加当地 2 场招聘活动，达成就业
意向 300 人；为减少劳务中介中间费用，打消求职者
顾虑， 深入云南省昆明市及昭通市开展劳务基地合
作，于镇、村中选取当地居民成为劳务经纪人，提供普
工、操作工等 50 余个岗位，引进彝工 5 人。

保障校企对接合作。为解决企业高素质高学历人

才需求，今年 10 月，该县人社局组织县内 8 家企业分
别赴宣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安徽皖西学院参加校园双
选会，现场与 17 名高校生达就业意向；定向开展高校
毕业生座谈会、双选会，介绍旌德县招才引才政策，积
极引流高校毕业生回乡创业就业；大力开发就业见习
岗位，百日攻坚期间共组织开发岗位 110 个，吸纳 54
名高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

构建求职者和企业招聘信息对接池。旌德县人社
局通过建立和完善“县-镇-村（社区）”三级企业用工
服务联动机制，全面摸排劳动力基础信息，以镇为单
位建立“求职人员基础信息库”和“企业岗位需求清
单”， 以工业园区为单位建立 “规上企业岗位需求清
单”，确保供需双方信息库动态更新，对接供求关系。

下一步，旌德县人社局将继续按照“八大行动”
实施方案和双招双引“百日攻坚”行动精神，落实各
项具体措施，创新各类服务方式，拓宽招用工渠道，
积极搭建保障企业用工服务平台。

落实“八大行动” 服务企业用工

旌德县人社局赴云南开展劳务对接合作。

宣城提高临时救助时效性
本报讯（记者 张敬波）记者近日从

宣城市民政部门获悉，该市出台《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
对临时救助对象、办理程序、救助标准、
救助方式等进行了细化优化，进一步提
高临时救助制度的可及性和时效性。 今
年以来，宣城市已实施临时救助 2728 人
次，支出资金 465.97 万元。

宣城市将临时救助对象分为急难型
和支出型，不针对特定人群、身份，不受
户籍地申请限制，只确定是否发生突发
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 针对
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救助程序，对情况
紧急、需立即采取救助措施以防止无法
挽回的损失或无法改变的严重后果的
急难型救助对象，在 24 小时内开展“小

额先行救助”，事后补充说明。 对支出型
救助对象执行申请、受理、审核、确认程
序， 审核审批工作一般应在 5 个工作日
内办结。 对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 重点
核实其生活必需支出情况，可不再进行
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调查。

宣城市将临时救助标准与当地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挂钩 ， 最高可给予当
地月低保标准 10 倍的一次性基本生
活救助。 对遭遇重大生活困难的，采取
“一事一议”确定救助额度。 同时，综合
运用发放临时救助金 、 实物和提供服
务等多种救助方式 ， 充分发挥临时救
助的制度作用 ， 加强临时救助与慈善
救助的有效衔接 ， 推动慈善组织设立
“救急难”专项基金。

石台多举措激励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雨林 见习记者 阮

孟玥 ）近日，石台县出台专门奖励办法
激励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进一步调动村
干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 当年度村级集体经营性
收益达到 5 万元以上（含 5 万元）且保持
收益总量不减的村，做出突出贡献的村
干部将予以奖励。

该县设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本
奖、绩效奖和一次性奖。 按本年度村级
集体经济经营性收益 5 万至 10 万元、10
万至 20 万元、20 万元以上 3 个区间设
立基本奖，分别按不超过村干部年基本
报酬的 30%、40%、50%给予奖励。 村级
集体经济自主年经营性收益在 10 万元
（含 10 万元）以上的，除按村干部年基本

报酬规定比例奖励之外，还可按不超过
自主经营性收益的 20%给予村干部奖
励；对年度村级集体经营性收益在 10 万
元（含 10 万元）以上，且增长较大的村设
立绩效奖，按当年度村级集体经济收益
增量的 20%比例奖励村干部；对村级集
体经济年经营性总收益首次达到 20 万、
30 万、50 万元以上的村，设立一次性奖，
分别给予村干部一次性奖励 2 万、3 万、
5 万元。

石台县还坚持精神激励和物质奖
励相结合，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成效显
著的村党组织进行表彰或表扬，并优先
推选“先进基层党组织”；对表现突出的
村党组织书记，优先推选各级 “两代表
一委员”和各类评先评优对象。

11 月 11 日，在亳州市谯城区十八里镇小怀村，游人在柴洼民俗村游玩。 初冬时节，当地农民将晾晒的辣椒、南瓜、玉米、大
豆、菊花等农作物摆放成各种图案。 近年来，亳州市因地制宜打造多个集旅游观光、娱乐休闲、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农旅融合综
合体，建设生态宜居、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旅游小镇，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和村民稳步增收。 本报通讯员 刘勤利 摄

“农旅融合”拓宽增收路

六安退役军人
志愿服务队成立

本报讯（记者 袁野）近日，六安
市退役军人“红耀江淮”志愿服务队
授旗仪式在皖西烈士陵园管理处纪
念广场举行，六安市退役军人“红耀
江淮”志愿服务队总队和红星应急救
援队、红色宣讲志愿服务队、法律志
愿服务队、公共卫生志愿服务队分别
获得授旗。

根据省有关开展退役军人 “红
耀江淮”志愿服务工作的意见，六安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退役军人
“红耀江淮”志愿服务队总队和红星
应急救援队、红色宣讲志愿服务队、
法律志愿服务队、 公共卫生志愿服
务队 5 支专业志愿队伍，5 支志愿服
务队共有队员 1090 人。 围绕打造退
役军人 “红耀江淮 ”志愿服务品牌 ，
各志愿服务队将积极契合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和退役军人需求，分领域、
分项目、 分层次承接和开展志愿服
务 ，分别承担文明创建 、乡村振兴 、
基层治理 、疫情防控 、应急救援 、红
色文化宣讲、 法律咨询等相关志愿
服务工作，在服务社会、奉献社会中
发挥退役军人特长优势， 展现良好
形象，彰显自身价值，努力实现志愿
服务开放式 、多元化 、特色化 、品牌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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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里造出装配式楼房
■ 本报记者 罗宝

楼梯、阳台、飘窗等各种建筑部件在
车间自动化流水线上完成生产； 在建筑
工地，一组组部件像“搭积木”一样在工
人手中装配成完整的建筑。 11 月 5 日，
2021 年安徽省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竞
赛在滁州金鹏装配式产业园举行， 记者
前往一探究竟。

在加工车间， 构件制作项目的参赛
队员 3 人一组，相互配合，通过模板组装、
钢筋挡砟、预制放入线盒、套筒等工序，快
速完成一个标准化钢筋构件制作。 “我们
构件制作所用的钢筋全部实现自动化智
能生产，20 多名工人可以达到过去 200
多人的产量，焊接也全部由机器承担，只

需要输入数值即可，网片机也可以完全取
代人工绑扎，混凝土养护也采取智能化养
护棚， 只需要设定好温度湿度，8 个小时
就可以实现 80%凝固率。 ”金鹏装配式建
筑制造基地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

“装配式建筑是指建筑需要的墙体、
叠合板等预制构件， 在企业车间按标准
生产好，将预制件在施工现场进行装配，
实现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
工、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应用。 形象地说
就是将室外的作业放入室内来做， 将高
空的作业放置到地面来做， 通过标准化
构件的生产， 实现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
建造。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总
工程师方廷勇告诉记者， 为推动城乡建
设绿色发展， 为全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再上新台阶提供有力保障， 我省连续三
年举办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竞赛， 打造
了一支技术精湛、 作风过硬的技能人才
队伍。今年的竞赛规格最高、参与范围最
广， 全省 11 个地市 58 支代表队 156 名
选手，参加构件制作、构件装配、灌浆等
三个项目的比赛及理论考试。

在构件装配比赛现场， 金鹏公司代
表队的 3 名队员在完成浆料拌制、铺浆、
预制板钻孔、钢筋打眼固定、现浇等工序
后用吊机将一块几平方米左右的建筑墙
板与地板装配固定， 之后用 4 个支撑杆
完成支撑。 “难度不大。 关键几个人配合
要好，做到精准度高、步骤完整。 ”金鹏建
设集团建筑工人王玉认为， 使用装配式
建筑方式比较安全， 而传统建筑方式所

有工序都要搭木架， 木工钉的钉子、木
屑，不安全、不环保。

记者了解到，相较于传统建设方式，
装配式建筑可缩短施工周期约 50%，现
场人工减少 70%， 施工措施减少 70%，
建筑垃圾、现场粉尘、噪音减少 90%，辅
材可循环利用达到 70%的效果。

去年， 我省出台促进装配式建筑产
业发展的意见，推进全产业链发展。 作为
全省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市，滁州市已累
计推广装配式建筑 1000 万平方米，打造
国家和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5 个。

萧县构建县乡村一体政务服务体系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兰

凯）萧县创新便民举措，打通难点堵点，构
建县乡村一体的政务服务网络体系，提高
为民服务水平。 今年 1 月至 9 月，萧县政
务服务大厅办理线上线下事项 90 万余
件，提供免费邮寄 4060 件，免费复印服务
11000余人次，“好差评”满意度 100%。

萧县成立政务服务大厅，23 个乡镇
275 个行政村均设立为民服务中心 ，大
力推进政务服务集约化整合，构建县乡
村一体的政务服务网络体系，7×24 小时
为企业群众提供表单预填、办事申报、办
件查询等自助服务。 按照行政许可的审
批程序，设立不动产登记、公积金、工程

建设、企业开办等“一窗受理”服务区，增
设“局长值班”“办不成事”窗口，现场一
线为群众办事提供快捷渠道。 同时在大
厅设立综合性咨询服务导办台，在企业
开办专区设立帮办代办自助服务区。

该县强化数据赋能， 建成联通县乡
的政务服务网上平台，将服务窗口延伸
至基层末端，实现所有乡镇政务服务网
上办理全覆盖。 实行服务事项 “全程网
办”，不断丰富网上办理事项，强化行政
许可事项网上运行。 同时推行高频事项
“跨省通办 ”，梳理 “跨省通办 ”事项 70
项，开设“跨省通办”专窗，推动高频事项
“就近办”“本地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