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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刘少华表示

让徽菜品牌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
■ 本报记者 朱卓

“将‘新徽菜’打造成为代表皖南徽菜、沿
江美食、皖中菜肴、皖北风味等安徽美食文化
的特色‘名片’，让千家万户在一日三餐里品
味徽菜美食， 让广大徽厨在烟火气息里创造
滋味生活， 让徽菜品牌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
大。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制
定的《“新徽菜 名徽厨”行动方案》中提出徽
菜发展总目标。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刘少华
表示，将聚焦提升徽菜烹饪技能水平，开展徽
菜师傅职业技能培训；聚焦促进徽菜餐饮产业
发展，优化徽菜师傅就业创业服务；聚焦打造
徽菜美食文化品牌，推动徽菜内涵拓展升级。

我省地跨长江、淮河，小吃美食比比皆是，
但存在美食品种多、品牌少，市场标识多、标准
少等问题，此次行动方案有针对性地从提升徽
菜烹饪技能水平、 促进徽菜餐饮产业发展、打
造徽菜美食文化品牌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目标
和工作措施。 力争到 2025年，全省各地特色徽
菜品种专项标准实现基本覆盖；开展徽菜制作
技能培训不少于 7 万人次，新增徽菜师傅不低
于 5万人，其中高级工以上高技能人才不低于
30%；推出 20 条省级特色美食旅游线路，打造
100 个省级特色美食村； 新增徽菜连锁企业
300 家，新增徽菜餐饮连锁店 1000 家，支持徽
菜师傅创业和带动徽菜等餐饮企业就业 20 万
人，有效促进全省 300 万餐饮从业人员技能技
艺提升、就业创业提质、收入水平提高。 另外，
2022年，开发特色徽菜品种专项标准 50项，开
展徽菜师傅技能培训 1 万人次， 评选首批 40
名“徽菜名厨”；2023 年起，每年开发特色徽菜
品种专项标准不少于 50 项、 开展徽菜师傅技
能培训不少于 2万人次。

刘少华表示， 加强徽菜师傅职业技能培
训，一是开展精准职业技能培训，面向重点就
业群体及灵活就业劳动者， 开展徽菜师傅就
业技能培训， 引导更多劳动者从事徽菜餐饮
服务；面向餐饮企业在职徽菜师傅，开展岗位

技能提升培训，着力提高现有徽菜师傅技能等
级水平。 二是构建开放的培训平台，依托技工
院校、知名餐饮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及社会培
训机构，承接徽菜师傅培训项目；在各类徽菜

美食店铺、餐饮商家及小吃摊点等市场经营主
体内，遴选一批定点培训单位；支持徽菜餐饮
企业建设技能大师工作室，择优申报建设为国
家级、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三是拓展职业发

展空间，支持各地开发省内徽菜系列专项职业
能力考核标准；鼓励徽菜师傅申报参加烹饪类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组织“徽菜名厨”评选；鼓
励有条件的徽菜餐饮企业、餐饮行业协会商会
申报烹饪类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项目。

优化徽菜师傅就业创业服务方面，刘少华
介绍，要加强就业创业服务，依托安徽省创业
服务云平台，开展徽菜师傅创业培训；开展“赢
在江淮”等徽菜师傅创业创新竞赛，举办个性
化、小型化专场招聘会，强化徽菜师傅创业企
业用工服务；加大对徽菜师傅创业企业扶持力
度，提供政策咨询、开业指导等“一条龙”孵化
培育服务。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引导“老字号”
徽菜餐饮店铺创新徽菜烹饪技艺,推进徽菜美
食传承与健康饮食的有机统一；制定省级徽菜
师傅创业街区等级评定标准及奖补办法，鼓励
各地新建、改（扩）建或共建一批特色突出、设
施齐全的徽菜师傅创业街区，对创业带动就业
效果好、群众满意度高的创业街区,对照省级
办法予以奖补。 推动餐饮产业升级，支持徽菜
餐饮企业构建 “中央厨房+冷链配送+餐饮门
店”的生产链、供应链；各地结合本地徽菜产业
特色，加快构建菜品标准化、服务质量标准化、
就餐环境标准化等徽菜餐饮产业标准化体系；
鼓励徽菜美食企业开设连锁店、加盟店。

“在做好徽菜师傅培训和就业创业服务
的同时，还要打造徽菜餐饮文化品牌。 ”刘少
华表示，将增强徽菜产业“软实力”，设计开发
“1+N”徽菜文化品牌 LOGO；探索“安徽名特
小吃+旅游+市场”发展路径，推进“新徽菜 名
徽厨”行动与“皖美好味道 百县名小吃”的衔
接融合； 支持各地符合条件的安徽名小吃制
作技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拓
展徽菜文化“传播力”，通过举办安徽名特小
吃文化展示交流活动、 徽菜专项技能竞赛等
形式，推介各地徽菜师傅烹饪制作技能技艺，
讲好徽菜师傅就业创业故事；围绕“乡土、乡
情、乡愁”，加强“新徽菜 名徽厨”行动与我省
文旅资源开发、沪苏浙餐饮交流等有机衔接，
吸引更多皖籍外出务工人员回皖学技、 回乡
创业。 扩大徽菜品牌“影响力”，营造“比学赶
帮超”的浓厚氛围，鼓励徽菜师傅出皖就业、
自主创业 、 技能兴
业。鼓励各地加强徽
菜特色文化品牌推
广，与其他省份加强
交流对接，让更多徽
菜特色美食走出安
徽、走向全国。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陶仪声表示

坚决将健康口腔行动举措落到实处
■ 本报见习记者 罗晓宇

日前，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
《暖民心行动方案》， 尽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
愁盼问题， 其中健康口腔行动作为暖民心行
动之一高位推进。 如何促进健康口腔行动深
入实施，更好地造福城乡居民，记者采访了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陶仪声。

陶仪声表示， 保障口腔健康， 不仅符合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要求，更是事关千

家万户的民生实事，是增强广大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的暖心之举。 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健康口腔行动，多次开展专题研究、部
署推动。为起草好《健康口腔行动方案》，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开展了大量问卷调查统计，全
方位对全省各地口腔医疗体系进行调研，多
方征求意见， 分析了近年来我省口腔医疗体
系存在的问题， 规划了我省口腔健康工作的
战略部署，在此基础上，制定《健康口腔行动
方案》正当其时，为我省口腔健康工作提出了

具体可行的目标任务、工作措施和政策支持。
“近些年来群众对口腔健康的需要不断

增加，我省口腔医疗事业持续推进，但是在发
展过程中存在看牙费用贵、 看牙流程繁琐、看
牙资源不足不优等问题。”陶仪声介绍，针对群
众看牙费用贵这一突出问题，行动方案将动态
调整口腔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减轻群众看牙负
担，提出将我省医保不予支付但沪苏浙地区医
保可支付的口腔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我省医
保支付范围；启动口腔种植体系统耗材集中带
量采购， 降低种植体耗材成本，2022 年底前，
纳入集采的口腔种植体系统耗材价格下降
30%以上。 针对群众看牙流程繁琐问题，行动
方案提出，持续优化群众就医流程，实行弹性
分时段诊疗，开设午间门诊、晚间门诊，实施
“无假日”门诊，实行弹性排班，方便患者诊疗。
推进智慧医院建设， 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优
化诊疗流程，为患者提供线上便捷服务。 针对
群众看牙资源不足不优问题， 行动方案提出，
增加我省优质口腔医疗资源供给，2025 年底
前，安徽省口腔医院、合肥市口腔医院实现规
模翻番，16 个市、8 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县均设
立公立口腔专科医院，扩大二级及以上综合医
院（含中医院）口腔科规模，增加口腔执业（助
理）医师数、护士数和牙椅数。

“口腔医院是保障我省口腔健康的主力
军， 持续加大优质口腔医疗资源供给尤为重
要。 ”陶仪声介绍，此次行动方案提出了公立
口腔专科医院、综合公立医院口腔科、社会办
口腔医疗卫生机构与各地市县口腔医疗体系
一体化发展的脉络，到 2025 年底前，建成省
级数字化口腔诊疗中心、 省市县三级远程诊
疗中心。 其中，在公立口腔专科医院建设上，
扩建安徽省口腔医院、合肥市口腔医院，打造
区域口腔诊疗中心； 建成蚌埠医学院附属口
腔医院、 皖南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和安徽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口腔医院；16 个市均设
立公立口腔专科医院，其中合肥、芜湖等 5 市
达到三级医院标准；临泉、太和等 8 县均至少
建成 1 所公立口腔专科医院。 在综合公立医
院口腔科建设上， 扩大现有二级及以上综合
医院口腔科规模，2025 年底前， 二级及以上
综合医院（含中医院）全部单独设置口腔科，
全省牙椅数达到 16000 张。 在社会办口腔医
疗卫生机构建设上，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鼓

励、引导、支持社会办口腔医疗、健康机构参
与口腔疾病防治和健康管理服务； 根据国家
层面统一部署，适时实行口腔诊所备案管理。

“优化口腔医师招聘流程， 强化薪酬激
励，实现口腔人才进得来、留得住。 ”陶仪声表
示， 口腔专业人才是践行健康口腔行动最重
要的资源，我省将引进高层次口腔专业人才，
提高本科以上学历及高级职称人员占比，提
高毕业生留皖就业率。 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口
腔专业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 增加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专职口腔医师数量。 增加医学院校
口腔专业招生人数，加强口腔专业人员保障。
加大口腔专业人员培训力度， 每年全省培训
市县口腔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00 人、 基层
口腔医护人员不少于 200 人。

“儿童口腔健康事关孩子健康成长， 保护
牙齿要从娃娃抓起。”陶仪声表示，行动方案提
出，要持续加强对学龄前儿童牙齿健康知识宣
教，学龄儿童的健康教育应当将口腔健康纳入
教育内容中，促进儿童口腔健康行为习惯的建
立；要以“全国爱牙日”为契机，将口腔健康教
育集中宣传与日常宣传相结合。要定期做好儿
童口腔检查，临床医师在口腔检查的同时向儿
童及家长宣传示范口腔保健常识，使其掌握一
定的口腔健康基本知识和龋病的防治知识。要
做好儿童口腔疾病预防，指导家长帮助儿童进
行菌斑控制，推广含氟牙膏的使用；采取窝沟
封闭、 局部用氟等适宜技术预防儿童龋病；对
早期儿童出现的龋齿进行充填治疗。 2022—
2025年，全省将筹集资金 10.9亿元，用于支持
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二级及以上综合
医院新建口腔科或新增牙椅、口腔医院及省级
数字口腔诊疗中心建设。

“让群众得实惠是我们为人民健康服务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们会落实落细健康口
腔行动各项措施。 ”陶仪声表示，接下来口腔
健康行动将在五个方面聚力推进， 一是加快
公立口腔专科医院建设， 完善公立专科口腔
医院规模和服务； 二是加强综合公立医院口
腔科建设， 扩大现有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口
腔科规模；三是鼓励、引导、支持社会办口腔
医疗卫生机构建设； 四是加强口腔专业人员
队伍建设，持续为口腔事业提供新鲜血液；五
是加强口腔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 积极推进
“三位一体”智慧口腔医院建设，运用互联网
信息技术，优化诊疗流程，为患者提供各类线
上便捷服务。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将清单化、闭
环式推进各项政策
落地见效， 加快补
齐口腔健康发展短
板， 完善优化口腔
医疗 卫 生 服 务 体
系， 全方位全周期
保障人民健康。

省生态环境厅通报

午季秸秆违禁焚烧“第一把火”
本报讯（记者 夏胜为）6 月 7 日，省生态环境厅通报今年

午季秸秆违禁焚烧“第一把火”。
5 月 27 日， 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在秸秆禁烧巡查时发

现，蚌埠市龙子湖区李楼乡有火点。执法人员现场核查时，秸秆
正在焚烧，且在高压线下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火点位置分别
位于李楼乡朝阳村、李楼乡黄郢村，涉及土地性质均为农田。

当前，我省已进入午季秸秆禁烧的关键时期。 省生态环境厅
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要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措施，大力推进综合利用，坚决遏制秸
秆焚烧行为。 省生态环境厅将及时通报相关情况，对秸秆禁烧工
作不力的地区予以通报批评。

·新闻热评·

·厅局长访谈

·文明实践在江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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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退一步想”成调解“金钥匙”

■ 本报见习记者 方舢

拼好“合和桌”、泡好“合和茶”，召集当事人签署“合和协
议”……近日，在黄山市黟县古民居“九思堂”内，一场持续了两
个多月的矛盾纠纷终于化解。

今年 3 月中旬，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在池黄高铁尖山隧道附
近施工作业时受伤，与施工负责人多次协商赔偿事宜，均未能
达成一致，造成双方矛盾升级。此后，双方就近来到黟县公安局
西递派出所，希望民警帮助调解。

西递派出所所长郭忠伟将矛盾双方请到一起，运用“作退
一步想”工作法，采用“听、理、劝、借、退、和”调解技巧，劝导双
方换位思考，相互体谅和退让。同时疏导大家向徽文化中的“礼
让”传统看齐，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作退一步想”工作法，是黟县县委政法委在坚持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的基础上，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 )、县乡村
三级综治中心等平台，充分挖掘徽州文化中的传统美德，创新
推出的基层社会治理德治品牌。

据当地人讲述，清道光年间，开封知府胡文照修缮位于黟
县西递的祖居时，主动“削屋角三分、退阁楼一步”，以利他人
通行，并在门额上题刻“作退一步想”，告诫族人及后代谦和礼
让、敦亲睦邻。 2020 年初，黟县对胡文照祖居中的桂馥庭进行
修缮，恢复了“九思堂”的名号，并将其活化为“作退一步想”工
作室。

黟县县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张兰君告诉记者，除“九思堂”
外，该县还在 8 个乡镇、70 个村居开设“作退一步想”调解工作
室，在引导群众“退一步想”的同时，促进基层治理“进一步为”。

黄山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市已全面推广运
用 “作退一步想 ”工作法 ，标准化建设 “作退一步想 ”工作室
1100 余个，组建了一支 1.1 万余人的调解员队伍，有效化解矛
盾纠纷 1.26 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 98.5%，实现了刑事案件发
案少、矛盾纠纷少、安全事故少、违法乱纪少、越级上访少的“五
少”目标。当地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始终位居全省前列，黄山市
也成为三捧“长安杯”的城市。

为演艺“幕后管家”划红线
韩小乔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
经纪机构管理办法》指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构、
经纪人员应当严格规范信息发布，不得发布或者雇佣营销号发
布引发粉丝互撕、拉踩引战等有害信息，不得以打赏排名、刷量
控评、虚构事实、造谣攻击等方式进行炒作，不得以虚假消费、
带头打赏、应援集资等方式诱导粉丝消费。

作为演艺人员的“幕后管家”，经纪行业的不良行为，助长
了演艺圈乱象。 规范管理是行业发展的迫切要求。 从去年 9 月
发布《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关于加强演艺人员经纪机
构自律管理的公告》，到此次出台《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
纪机构管理办法》，相关部门对经纪机构、经纪人员的管理范围
和力度不断加大。 文娱领域的治理是全行业的生态化治理，任
何一方不能为了金钱和利益、为了流量和点击率丢失初心和责
任。 要以正确的价值导向，明确准入资格、划定行为红线、规定
执行细则，才能持续激发活力，促进文娱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幕后管家”划定红线，更要形成监管合力。 一些经纪机
构之所以能够“装作不知道”、逃避责任、逃脱处罚，是因为发布
引战信息、诱导粉丝消费、雇佣营销号等行为，目前在法律上属
于很难界定的范畴，相关线索也较为隐蔽，这给了他们钻空子、
“打擦边球”的机会。 落实《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构
管理办法》，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不仅要对涉事经纪机构给予记
录、警示、点名、批评等处罚，还应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查处。
通过建立“黑名单”、行业禁入制度，对败德违法行为保持“零容
忍”，产生震慑作用，推动经纪机构把社会效益放在突出位置。

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
净化的能力。经纪机构连接着艺人、平台和粉丝，加强艺人管理
约束、引导粉丝理性追星、恪守平台规则、鼓励优质内容生产，
责无旁贷。行业组织应制定标准规范，提高准入门槛，引导经纪
机构合法合规经营、开展人员培训、回报服务社会，同时对不良
经纪机构采取公开谴责、取消行业协会会员资格、开展行业联
合抵制等措施，强化行业自律。

如何廓清文娱领域风气，是需要全社会持续思考和探索的
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形成长效治理机制，
坚决抵制造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和流量至上、拜金主
义等畸形价值观，从源头扶正祛邪，合力扫除顽瘴痼疾，让文娱
行业风清气正、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