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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点单 三方联动

池州举办党群便民服务“大集市”
■ 本报通讯员 祝海燕

本报记者 徐建 阮孟玥

“平时想在附近找个合适的理发店都
找不到，要么太远、要么太贵，这次你们
送来的免费理发服务真是太好了！ ”在池
州市九华山风景区九华镇，今年 73 岁的
居民李和根激动地拉着义剪理发师的
手说。

为贯彻落实全省暖民心行动部署，
优化社区服务水平，做好人民群众天天有
感的关键小事，池州市近日充分发挥机关
企事业单位职能作用和资源优势，探索开
展周末党群便民服务“大集市”活动。

为让便民服务更有针对性， 池州各
社区党委公开征求意见，通过微信群、党
员楼栋长等收集群众需求。 首期周末党
群便民服务“大集市”共有 14 个社区参

与，现场开设“义诊、义剪、义修、义补、义
洗、义教、义询、义招”等 １０ 余种摊位，服
务居民 1200 余人次。针对行动不便的老
年群体，各社区开展上门服务，推动实现
关爱无“死角”、服务不“打烊”。

除了为居民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大
集市”还开设送岗摊位，助力辖区居民就
近就地就业。

“‘大集市’活动把岗位送到了家门口，
真是太贴心了。”池州市东至县东流镇东流
社区居民周桃丽告诉记者，她在“大集市”
上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下周就能入职。

东流镇东流社区与镇劳动社会保
障所联系 ，主动对接镇区企业 ，摸清用
工需求，制作岗位清单。 在“大集市”送
岗活动现场 ，共有菊江服饰 、汇辽新型
装饰材料、 恒丰塑胶等企业提供 60 余
个岗位。

“周末党群便民服务‘大集市’活动，
由社区党组织根据辖区居民的迫切需要
统筹开展，每月组织一次，以精准化、精
细化服务为要求，以‘按需点单’为主要
形式， 以每场大集市活动提供不低于 5
项服务为标准。 ”池州市贵池区杏花村街
道杏花村社区党委书记姜慧说，“我们通
过整合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党组织
力量和资源，形成辖区单位、社区和居民
‘三方联动’服务体系。 ”

周末党群便民服务“大集市”，是精
准对接群众所盼的具体实践 ，也是 “单
位联系社区 、党员下沉小区 ”活动的集
中行动。

今年初，池州市委组织部发布动员
令，号召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与驻
区社区签订“党建共建”协议，通过契约
形式固化双方互助关系，改变社区独自

作战的传统模式。 双方按照需求、 资源
和项目 “三张清单 ”，梳理需求 、挖掘资
源、建立项目，达成 871 个长（短）期服务
项目。

在创新社会基层治理、 强化为民服
务的过程中，池州市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持续推动重心下移、 力量下沉、 资源下
放，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增强服务供给能
力。近年来，该市 2 万余名在职党员到社
区报到，累计参与各类志愿服务 21.2 万
余人次。

·编后·
池州市从群众有感的关键小事出发，

在社区“微”服务上下功夫，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构建群众身边的服务阵地，推动基
层党组织将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服
务优势、治理效能。

视点

6 月 16 日 10：３０， 随着英
语科目结束铃声响起，2022 年
安徽中考落下帷幕。

图为合肥考区一考点的考

生走出考场。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中考落幕

合肥出台新政服务人才发展

本报讯 （记者 许根宏） 记者 6 月
16 日从合肥市委组织部获悉， 该市日
前出台服务人才发展若干政策， 并开
展 “人才政策落实年”行动 ，发布人才
政策“一本通”。

此次出台的若干政策立足合肥市
发展所需、创新所需和人才所需，面向
重点产业链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和新
型研发机构等用人主体， 为各类高层
次人才、副高以上专业人才、高技能人
才和高校毕业生，定制一系列普惠性、
特殊性举措，精准服务保障人才在肥创
新创业。

该政策最大特点是整合以往存在
于多个部门的多项人才政策，通过政策

的集成创新实现人才政策“三个转变”。
一是由“部门角度”转变为“人才角度”。
政策重点围绕人才关心关切的住房、医
疗、子女教育、项目研发、成果转化、融
资扶持等问题， 分类分层列出政策举
措，人才直接对号入座。 二是由“多口
出”转变为“一口出”。 政策系由合肥市
委组织部统筹整合全市 60 余项人才政
策文件而成， 旨在解决政策部门化、碎
片化问题，从而实现只需看一个文件便
能了解合肥市全部人才政策。 三是由
“一次性”政策转变为“持续性”政策。政
策设计贯穿人才发展的全周期，让人才
在干事创业的各个阶段都可尽享政策
红利。

制茶高手在黄山市同台竞技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方舢）6 月 16
日上午，由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省农
业农村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
合主办的全省首届茶叶加工职业技能
大赛，在黄山市开赛。

本次大赛是 2022 第十五届安徽
国际茶产业博览会的重要茶事活动之
一， 共吸引来自 10 个市的 56 名选手
参赛。 参赛选手围绕直条形、卷曲形、
扁形 3 条赛道， 同台竞技绿茶手工制
作技能。

大赛采取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相
结合的方式，对参赛选手综合能力进行
全面考察，将决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8 名及优胜奖若干。

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省是全国重要产茶区，茶叶职
业技能人才是支撑我省茶产业长足发
展的重要力量， 希望通过大赛平台，让
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的茶叶加工技
能人才脱颖而出，共同谱写茶产业振兴
大文章。

安庆评选名店名菜名厨

本报讯（记者 陈成）为推进餐饮行
业健康发展 ， 推广徽菜品牌 ，6 月 10
日，安庆市举行首届“十大名店、名菜、
名厨”评选活动 ，来自各县 （市 、区 ）的
38家酒店、约 150 名厨师同台竞技。

“名厨”“名菜”由现场决赛产生，“名
店”评选采取“线上投票+集中决赛”的方
式进行。 最终评选出的香村贡鹅、天麻
曹操鸡、辣椒丝小牛肉、石烹花亭湖鱼
头、将军跑马汤、椒麻牡丹虾球、农家老
鸭煨猪手、黄豆烟熏肠 、鱼头烧山粉 、
京酱番鸭丝 、原味扇子骨 、吊罐牛腩

泡饭 、姥山老鹅汤品锅贴 、茄汁牛腩
泡油条等 15 道菜品获 2022 年度安庆
市“十大创新名菜”称号，11 名厨师获
评 2022 年度安庆市 “十大名厨 ”，10
家酒店获评 2022 年度安庆市 “十大
餐饮名店”。

安庆市将结合本地特色饮食文化、
特殊厨艺传承，重点支持徽菜师傅技能
培训、徽菜企业走出去开店，同时，通过
举办徽菜评选活动， 发展美食旅游村，
从而推广徽菜特色品牌，加快餐饮行业
复苏。

“全民健身热悄然兴起，从竞技体
育到群众性体育活动，从国际赛事摘金
夺银到闲暇时跳起欢快的广场舞，全民
健身强健着民族筋骨、 强大着民族力
量， 中国正在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
国。 ”这是《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对
我国体育事业取得的成就作出的精辟
阐释。

我国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
业协调发展，全民健康素质得到极大提
升，正向着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
不断前进。 助力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是
中国体育彩票的基因，也是与生俱来的
责任与使命。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
体育彩票自 2012 年至 2021 年，累计筹
集公益金 4853.21 亿元， 为体育事业注
入了蓬勃动力。

促进全民健身蔚然成风

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深入实
施，人民群众通过健身促进健康的热情
日益高涨，而全国各地的民众享用的健
身场地和设施，都有显著的标志———喷
涂着“中国体育彩票”字样。

从 2014 年全民健身正式上升为国
家战略， 到 2016 年推行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再到 2019 年《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实施，以及 2021 年《全民
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发布，体彩
公益金一直是支持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的重要资金来源。

2012 年至 2020 年， 国家体育总局
本级彩票公益金中，用于实施群众体育
工作的金额已累计超过 172 亿元。 场地
建设、活动组织、赛事开展、人员培训、
体质检测等各个方面，均离不开体彩公

益金的支持。
除了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体彩助力

全民健身的方式也灵活多样。从新年登
高展现新年新气象，到民间棋王赛走进
大街小巷；从“体彩，不止运动”燃起健
身热潮，到“全民全运 体彩同行”为全
运会加油喝彩；从发起“点亮健康中国”
全民健身活动，到开展线上全民健身挑
战活动； 从覆盖全国近 57 万个行政村
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到“15 分钟健
身圈”； 从全国各地新建改建的体育场
馆、体育公园、健身广场，到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体彩杯”赛事，随处可见体彩支
持全民健身的身影。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秉承 “来之于
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为每个人的
幸福和健康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也为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写下了生动
而温暖的注脚。

助力竞技体育勇攀高峰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中国队选手武
大靖以舍我其谁的勇气与担当，拿下短
道速滑男子 500 米冠军，并刷新世界纪
录；2019 年女排世界杯，中国队夺冠，那
一刻， 全国人民为之沸腾；2022 年北京
冬奥会， 短道速滑混合团体 2000 米接
力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首金……我国竞
技体育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实现了许

多历史突破。
体育后备人才训练补给、国家队训

练基地建设、备战奥运会所需的训练器
材、复合型团队建设……都离不开体彩
公益金的助力。

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是竞技体育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2020 年，国家
体育总局共使用本级彩票公益金 9.48
亿元， 其中大量资金用于后备人才建
设， 如资助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建设、
开展 U 系列赛事体系建设、 备战杭州
亚运会和巴黎奥运会梯队建设、改善训
练条件等方面。

推动冰雪运动飞跃发展

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成功举办，
极大激发了亿万人民的体育热情，推动
了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家门口的
滑雪场、孩子们的滑冰课、市民们的冰
雪活动……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冰雪
运动发展，“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东风不仅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还
吹遍了春夏秋冬。

身穿滑雪服 、脚踏滑雪板 ,从滑道
最高处疾驰而下 ,时而腾空滑降 ，时而
侧身转弯，激起雪花飞溅……这是滑雪
爱好者在滑雪场运动的场景。吉林省松
原市冰上运动中心、吉林北山四季越野
滑雪场、 黑龙江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

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青海多巴高
原体育训练基地……这些专业的冰雪
运动场馆设施建设，背后都有体彩公益
金的身影。

仅 2020 年 ， 体彩公益金就安排
5.12 亿元用于重大奥运场地设施建设，
围绕北京冬奥会目标任务项目，加大对
地方用于冬季奥运会重点项目的场地
设施支持力度，着力提升和改善科学训
练条件。

在海南，“体彩不止运动———爱冰
雪 同喝彩”为主题的活动火热举行，
飞舞的人造雪花， 让人们在炎热的三
亚也能仿佛置身白色的童话世界 ；在
北京， 由体彩公益金支持的中国体育
彩票杯北京市青少年 U 系列短道速
滑冠军赛邀请更多市民走上冰场 ，参
与冰雪运动；在青海，由体彩支持的全
民上冰雪系列活动， 吸引了 500 余名
少年儿童在轮滑、旱地冰球、旱地冰壶

三个项目中各显身手……在中国体育
彩票的助力下， 冰雪运动已经融入百
姓的日常生活。

发挥“体彩+”“互联网+”优势

2020 年以来， 面对疫情带来的考
验，全国体彩系统积极响应国家体育总
局号召，注重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
式，不断推陈出新 ，不断发挥 “体彩+”
“互联网+”的优势，助力实现“疫情有反
复、健身不间断”。

举办网络象棋大赛、制作居家锻炼
视频、举办“宅”运会、开展全民健身挑
战活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
键时期，中国体育彩票开展的一系列线
上活动不仅为大家提供了切磋技艺的
平台，更是起到了鼓励大家以积极乐观
的心态面对疫情的作用。

此外， 全国多地体彩在疫情期间
还邀请知名运动员和专业人士录制居
家锻炼视频， 为大众居家锻炼提供指
导。 “江苏体彩公益行———小动作 大
健康”系列健身视频邀请奥运冠军、中
国女排队员张常宁和龚翔宇设计了五
款运动视频， 让群众在家中可以随时
随地练起来； 重庆体彩邀请羽毛球世
界冠军张亚雯、 前中国女足队长徐媛
等带领大家居家健身； 湖北体彩与武
汉市体育局等单位合作， 录制了由武
汉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副教授雷斌等专
业人士创编并出镜拍摄的 “养生态能
拳” 等居家健身操系列教学视频……
中国体育彩票让大家在疫情期间收获
了更多健康和快乐， 也逐渐使人们养
成了运动的好习惯。

（关言）

助力体育强国 添彩健康中国

中国体育彩票为体育事业注入蓬勃动力

体育彩票点燃全民健身热潮。 （资料图片）

“产业链专项贷”化解农户融资难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王太新

“没怎么费神，30 万元贷款一周就到
账了， 利息还比较低， 也没有收我担保
费。 ”近日，滁州市定远县养鹅大户蒋家
飞告诉记者， 他用这笔钱与饲料厂直接
签了合同，减少中间环节，每袋饲料省 5
元钱， 算下来他的养殖场一年可节省六
七万元钱。

由于缺少抗风险能力， 农业经营主

体普遍面临融资难、 融资贵、 融资慢问
题。为此，滁州市农业农村局联合该市担
保集团、市建设银行，围绕打造“定远县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创新示范区”，在“政
银担”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创新推出农业
产业链专项贷款。其中，根据鹅产业行情
和养殖规模， 提供单户最高 50 万元、龙
头企业最高 500 万元、 深加工企业最高
5000 万元贷款，这可有效解决当地鹅产
业链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难题。

作为政府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滁

州市融资担保集团通过承担贷款金额
80%的风险部分，充分发挥杠杆效应，为
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增信，满足
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金融需求。截至
目前， 该市担保集团累计为涉农经营主
体担保近 500 户、金额约 8.5 亿元。

“没想到活牛也可以作为抵押物，50
头活牛共贷到 80 万元， 真是帮了我大
忙。 ”5 月 17 日，看到贷款到账，滁州市
南谯区腰铺镇二郎村养殖户杨公锦心里
乐开了花。

这是滁州市为解决畜禽行业融资
难、办理落地的首笔“活体贷”业务。该市
还将探索“保险+活体贷”新模式，利用保
险增信 ，降低风险 ，提高 “活体贷 ”获贷
率，实现“活体贷”增量扩面。

滁州市还打造信用金融综合服务平
台，推进线上银企对接，目前已对接 452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提供信贷支持
604 笔、金额 21.95 亿元。

“滁州市将以‘一县一业’链头企业
为核心， 梳理链上各类主体融资需求，
落实主办银行 ， 有效导入各类金融资
源 ，创新金融产品和模式 ，打造农业全
产业链金融服务链 ， 推动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滁
州市农业农村局计财科负责人孙春发
告诉记者。

亳州开展“两癌”免费筛查

本报讯（记者 武长鹏）记者从亳州
市妇联获悉，截至 5 月底，该市为 649
名城镇低保适龄妇女提供“两癌”免费
筛查服务。

亳州市妇联通过民政部门低保人
群的数据筛查，精确定位目标人群并制
定责任清单，与卫健部门对接组建筛查
团队，对目标人群进行免费服务。

该市还利用各级妇联微信公众号、
宣传台、 入户走访等方式进行政策宣
传，提高城镇适龄妇女的政策知晓率和
自我健康的防护意识，针对一些行动不

便、有思想顾虑的困难妇女，开展一人
一方案、一人一帮扶等方式，鼓励目标
人群积极主动参与筛查。

该市妇联根据筛查结果建立 “两
癌”筛查人员信息档案，对检查结果异
常的可疑病例，及时进行跟踪随访和服
务管理，开展心理疏导，打消思想顾虑，
早发现早治疗，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
开展救助工作。对筛查健康状况好的人
群进行健康知识普及，确保城镇低保适
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民生工程项目
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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