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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听建议 实打实解难题

亳州谯城区“企业家早餐会”优化为企服务
本报讯 （记者 武长鹏 通讯员 李

鹏）近日，亳州市谯城区委、区政府主要
负责人邀请商会、企业负责人举行早餐
会，就药业等产业发展趋势、参会企业
发展规划、科技创新赋能等多个方面进
行沟通交流。

谯城区建立“企业家早餐会”机制，
定期围绕特定主题邀请企业家参加，听
取意见建议，企业家针对问题“提需求”
“定菜单”，政府按照“菜单”提供服务。针
对企业家提出的问题， 谯城区要求相关

单位积极深入企业走访调研，纳入清单、
限时解决，8小时回复、48小时反馈。

受邀参加早餐会的太阳升医药集
团董事长方小东提议，谯城区应把单一
的落地项目培养成一条产业链，把招商
服务延伸到企业后续经营中。 同时，进
一步完善谯城区招商服务中心功能，提
供更多的服务项目，比如帮助企业对接
市、省、国家相关部门，协调解决经营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谯城区政府主要负
责人现场安排相关部门开展调研。

据谯城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
“企业家早餐会”制度，是谯城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畅通政企沟通渠道的举措之
一。近年来，谯城区以微信为载体，组建
微信矩阵群，以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为群主，成员有区长、区“四送一服”办
人员和企业主要负责人，实现企业随时
反映问题，政府部门及时办理，开展线
上线下为企服务工作，着力打造永不打
烊的政府服务、 永不停歇的 “四送一
服”、永不下线的政企对接。

今年以来，谯城区通过省“四送一服”
平台搜集解决问题 902 件， 共走访企业
（项目）407 家，摸排问题 579 个，协调解
决 562个，正在办理 17个。同时召开政策
宣讲会 165场覆盖 2517人次，座谈会 62
场覆盖 637人次。 为 73家企业解决用工
7140 人， 协调 27 家企业用地 1669.274
亩，帮助 59家企业贷款 3.6594亿元。

谯城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区
将坚持早餐会制度，使其成为政府与企
业交流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

拓宽路径引才 完善服务留才

桐城“文都英才”工程夯实产业人才基础
本报讯（记者 洪放）近日，桐城市 8

位来自各行各业人才获颁高层次人才
服务卡———“文都英才”卡，持卡者可在
子女教育、配偶就业、医疗保健、文旅交
通、科研通关、商事政务、职称评审、学
习培训等多个领域获得便捷服务。

近年来，桐城市立足产业需求，实施
“文都英才”工程，采取分类引才、柔性引
才等方式，夯实产业人才基础。该市实施
产业人才引进计划， 每年引进 3名能够
在关键性技术研发和发展高新产业上有
成就的创新创业领军人才、10 名产业高

层次急需人才、30 名新兴产业专业技能
人才。 同时实施“名师名医名匠”培养工
程， 加强高层次人才、 企业经营管理人
才、技能人才及高校毕业生引进。

该市围绕机电装备、 绿色包装两大
首位产业，重点引进产业急需紧缺人才。
设立总规模 10亿元产业发展引导基金，
加速人才向产业平台集聚。目前，该市两
大首位产业共吸引 1.4 万人就业。 今年
以来，新引进 2名博士后，新聘高级职称
372人，新增企业高技能人才 1000人。

桐城市在人才工作机制、平台建设

等方面持续发力，完善人才服务配套措
施留住人才。建立人才工作项目化管理
责任制，把落实人才工作政策、实施重
大人才工程等重点工作任务转化为机
制建设 、人才引进 、人才培养 、人才使
用、 人才激励等 5 大项若干个子项目，
围绕申报、审核、立项、定责、督查、考评
6 个关键环节，明确由桐城市委 、市政
府领导班子成员和相关市直单位为项
目主体，细化分工、压实责任。

今年，桐城市出台“文都英才”新政
20条，设立 3000万元人才奖补专项资金，

对院士工作站、柔性引才企业、产学研用
合作企业和成果转化项目等人才平台、企
业、项目（集体）进行支持奖励，也对各类
为桐城产业发展作出贡献的人才进行奖
励。目前，桐城市组织部门推出的“智慧人
才”系统正式上线，符合条件的人才足不
出户即可完成“文都英才卡”的申领，享受
各项指定服务。 通过“智慧人才”系统，已
线上发放 153张“文都英才卡”。

今年以来，该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从省内外高校、实验室等柔性引进 11
名博士、16名硕士研究生。

11 月 14 日 ， 歙县
上丰乡上丰村姬公尖

自 然 村 农 民 汪 美 秋

（左 ） 与妹妹汪秋霞在
晾晒灯笼柿 。 近年来 ，
随着农旅融合发展 ，灯
笼柿成为乡村旅游 “网
红”产品。
本报通讯员 吴建平 摄

“乡村少年宫”乐了农家娃

■ 本报记者 袁野

记者近日来到六安市金安区施桥镇
施桥小学，刚进校园，就传来了阵阵欢声
笑语。操场上，一群虎头虎脑的小男生喊
着整齐的号子， 跟着老师把军体拳耍得
虎虎生风；在兴趣课教室里，美术、手工、
书法、棋艺、钢琴各类活动一应俱全，孩
子们在老师辅导下，学习各种兴趣课程。
农家娃乐享课余生活， 得益于今年施桥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施桥小学开展
的乡村“复兴少年宫”系列活动。

记者从六安市文明办了解到， 自今
年中央、省文明办部署开展乡村“复兴少
年宫”建设以来，六安市立足青少年实际
需求，在全市范围内选定 11 个试点开展
“复兴少年宫”建设。 11 个试点依托当地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利用现有
场地设施条件建设， 金安区各地则充分
利用小学场地和师资开展活动。

“我们学校 2018 年就成立了乡村少
年宫，但重视程度不够，通常只在寒暑假

和双休日开放。”施桥小学校长曹家钧告
诉记者，随着“复兴少年宫”建设，施桥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紧密结合农村少年儿童
学习成长需求，精心设计相关活动，组织
9 大类十几个小类各色课程， 由乡村学
校教师、文化服务机构专业人员、志愿者
等进行授课， 创建起一个供孩子们快乐
学习、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平台。

施桥小学的数学老师许晨曾经是一
名武警战士。他结合儿童身体特点，精心
编制了一套军体拳。“通过适当的锻炼可
以提升精气神， 可以培养他们的爱国精
神、纪律性。 通过锻炼，孩子们课堂上的
注意力也都有了提升。 ”许晨说。

6 年级的胡浩宇从 3 年级开始就跟
随许晨老师学习武术。 “少年宫成立之
后，许老师也开设了一门武术课，我第一
时间就报了名。 这几年，通过兴趣班，我
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也不觉得孤单了。 ”
胡浩宇说。

“我以前性子急，干什么都没耐心。
上个学期我就报了棋艺班，通过下棋，我

现在有耐心多了。 ”5 年级的张欣悦每周
最期待的就是棋艺兴趣班的活动。

“‘复兴少年宫’的设立，让农村孩子
有了丰富的课余生活。 我们以培养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 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
为重点，注重道德教育、养成教育、体验
教育和实践教育。”曹家钧告诉记者，“复
兴少年宫”不仅免费对本校学生开放，也
吸引了周边 3 个乡镇的学生在节假日、
周末前来参与学习。

“我们现在每周四下午、双休日固定
开展活动， 其他课余时间也会灵活机动
安排孩子们参与。 ‘复兴少年宫’建设对
学校的办学品位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孩
子们的性格更加活泼开朗了，作文、阅读
等文化课水平也有显著提升。 ”曹家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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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优化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

本报讯 （记者 张敬波 ）记者近日
从宣城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 该市持续优化招投标领域营商环
境。 今年 1 月至 9 月，该市公共资源交
易实现增收节支 32.43 亿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 9.67%。

宣城市开展公共资源交易制度文件
清理，持续优化招标文件范本，坚决遏制
招标文件“量身定做”。同时，大力推进公
共资源交易领域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
破解招标投标领域多头执法难题。 强化
事中事后监管， 建立招标文件事中事后
抽查检查机制，打击恶意竞标行为。

该市在全省率先实现进场交易项
目不见面开标的全覆盖，在全省率先开
发使用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同时，该市
开发上线省内第一个对接多类型保函
的综合性保函服务平台，全市投标保证
金支持以电子保函形式缴纳的项目比
例实现 100%。

宣城市发起成立长三角区域公共资
源交易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合作联盟，搭
建长三角 CA 互联互通平台， 实现联盟
范围内宣城、嘉兴、南通等 21 个长三角
城市数字证书（CA 锁）互认，实现投标人
一把锁投遍长三角。

铜陵专项行动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

本报讯（记者 刘洋）记者近日从铜
陵市经信局获悉，该市“十四五”工业和
信息化发展规划正式印发实施。 “十四
五”期间，铜陵将以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
为主攻方向，实施专项行动，增强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能力。

铜陵市重点培育“1+3+3+N”先进制
造业集群， 即打造以铜基新材料为核心
的国家级先进结构材料 1 个首位制造业
集群； 打造以循环经济为特征的化工新
材料、体现铜陵特色优势的专用装备、以
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为方向的绿色建材产
业 3 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集群； 做大

半导体装备材料及配套增值服务、 高端
元器件及电子材料产业、 新能源 3 个具
有优势潜力的战新制造业集群； 培育发
展符合产业发展导向、 具有良好产业基
础或有利于发挥铜陵自身优势的 N 个
特色优势中小企业集群， 构建形成竞争
力强、配套体系完善的良性产业生态。

该市组织实施创新能力提升、 产业
扩量提质、 企业能级提档、 融合发展提
效、绿色发展提标、产业生态优化“五提
一优”工程。该市还将强化组织、政策、人
才、环境 4 大保障措施，推动亩均效益评
价、产教融合、标准地 3 项改革。

池州贵池区推进特色种养业提升工程

本报讯（记者 徐建 见习记者 阮孟

玥） 今年以来， 池州市贵池区大力实施
“四带一自”特色种养业提升工程，强化
政策、技术扶持，推动特色种养业提质增
效。 截至目前，该区共实施 67 个产业类
项目，投入项目资金 3505.76 万元，完成
4615 户具备产业发展条件户、1921 户自
种自养达标脱贫户、3000 户主体带动户
以及建立完善 16 个农业特色产业园区
目标任务。

贵池区通过政策支持、 吸引优质企
业入驻等方式扩大园区规模， 增强园区
带动产业发展和村集体增收能力， 提升
园区带动水平。截至目前，该区已安排财
政资金 1009 万元用于完善 14 个脱贫村
产业园区，园区带动 156 户脱贫户增收，

户均增收 3000 元以上，带动村集体经济
增收均在 2 万元以上。

该区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脱贫
户、村集体、镇街按统一要求签订四方协
议，继续推行“自有要素+奖补分红 ”的
方式，充分发挥土地、设备、设施等自有
要素的作用，健全完善订单生产、务工就
业、入股分红、土地流转等紧密型利益联
结机制。

今年 ， 该区与带动对象建立紧密
型利益联结的主体有 131 个 ， 通过紧
密型利益联结带动脱贫户 3000 户 ，户
均增收 400 元以上 。 同时织紧产业服
务保障网 ， 指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
大做优特色产业 ， 促进农业生产和脱
贫户持续增收。

滁州南谯区“五绿并进”守护林业生态
本报讯 （记者 罗宝 通讯员 窦锐

董超 ）滁州市南谯区聚焦 “五绿并进 ”，
以护绿 、增绿 、管绿 、用绿 、活绿五大任
务为载体，全力创建全国林长制改革示
范区先行区。 日前，该区“麻栎良种多目
标选育及高效培育关键技术创新 ”成
果，荣获我国林业行业最高水平科技奖
项———第十二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南谯区加大投入增绿，2021 年已完
成人工造林 11307 亩， 占滁州市下达年
度计划任务的 161%；完成 5 个省级森林

村庄创建； 完成 8000 亩长防林封山育
林、3000 亩省级退化林修复和 30000 亩
中央及省级森林抚育。该区强化护绿、管
绿责任落实， 布设美国白蛾 40 个监测
点，清理枯死松树 5400 亩；接办各类林
业行政案件 53 起。

南谯区积极做好用绿、活绿文章，今
年累计成功申报贷款贴息 131 笔、 总贷
款额 7602 万元； 为 23 个经营主体申报
中央财政贴息资金 123.3 万元， 成功申
报 2021 年林业增绿增效奖补资金 1000
万元，为林业健康发展注入“活水”。

凤台三级联动强化水环境治理

本报讯（通讯员 常开胜）近年来，凤
台县全面推行县、乡、村三级河湖长制，
强化全域水环境治理， 目前已实现河、
湖、沟、塘全覆盖。

凤台县开展 “五老”“企业河长”“村
级河长工作站”等试点，在全省率先建成
朱马店镇联民村和城关镇福海园社区两
个村级河长工作站。 建立河湖检察长机
制和“河湖警长”制度，全县配备河湖警
长 11 名。

该县开展“蓝盾清河行动”、西淝河
环境整治等专项行动，25 个入河排污口

全部截污纳管达标处理，禁养区内 57 家
畜禽规模养殖场（户）全部予以关闭或搬
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95.12%；出动
联合执法人员 960 余人次， 巡查淮河河
道近 1100 公里。

凤台县投资 4.6 亿元开展环城水系
综合治理，建成潜流生态湿地 255 亩。同
时完成永菱河、明珠河、永幸河、淮河水
系贯通工程， 推进淮河河道城关段生态
水系修复工程，植绿 1000 余亩；实施三
里沟、马场沟黑臭水体整治，城市建成区
黑臭水体消除率目前在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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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讯 （记者 洪放

通讯员 潘艺 ）10 月 24
日，在潜山市黄铺镇古墩
村经汇油茶专业合作社
基地，受潜山市林业局委
托，省内 4 位专家对油茶
丰产林进行现场测产，标
准地产量达 2520.6 斤，刷
新全省油茶单产纪录。

在油茶丰产林标准
地内 ，4 位专家全程监督
测产过程。 经过近两个半
小时的采收，采摘工人将
油茶果装满了 30 多个编
织袋，然后称重、记录。 专
家确认 ， 标准地产量为
2520.6 斤，比 2018 年产量
提高了 308.8 斤。

油茶丰产林是潜山
市经汇油茶专业合作社
2010 年春季油茶造林地，
当年造林共 500 亩。 该测
产标准地选择在丰产林
的中间位置，为历年测产
固定标准地 ， 面积为 1
亩。 标准地管理与整片林

地相同，每年施有机肥、修剪和除草，
没有采取其他特殊管理措施， 无明显
病虫害发生。

据专家介绍， 这是潜山市油茶丰
产林在 2018 年创安徽省单产最高水
平后，再次刷新全省油茶单产纪录。

晒丰收

视点

11月 11 日，在铜陵市铜官区阳光社区“社区管理 大家出力”的主题活动现场，
市民使用“积分”兑换礼品。 该社区对辖区环境卫生维护和垃圾分类实施积分制管
理，积分可以在社区兑换日用品。 本报通讯员 高凌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