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赖晓晓世界运动会女子长拳夺金

受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接见并相互切磋武技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美国当地
时间 7 月 13 日，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
市举行的第 11 届世界运动会展开激
烈角逐。 我省运动员赖晓晓在女子长
拳项目中奋勇拼搏， 为中国代表团夺
得 1 枚金牌。

长拳项目赛后， 在中国体育代表
团精心安排下， 赖晓晓作为运动员代
表，受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接见。在
热烈的交流中， 巴赫还与赖晓晓切磋
了武技。

赖晓晓 1993 年生于广德市，2003
年进入安徽省武术专业队，曾在 2021
年陕西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上获女子
拳剑枪全能项目比赛冠军。

据悉， 由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主
办的世界运动会创办于 1981 年，每四
年一届，比赛项目主要是非奥运项目。
本届世界运动会上， 中国体育代表团
共派出 73 人参加无人机、 保龄球、霹
雳舞、武术等项目比赛。 目前，中国武
术队参加的 4 个项目全部夺冠。

民生资讯·体育

荨 7 月 14 日中午，烈日“烘烤”下的机
坪，行李装卸员在搬运货物和旅客行李。

茛 7月 14日中午， 机务人员在给飞机
加油。

宣城启动百名科长“五比五评”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敬波）7 月起，宣
城市正式启动市直单位百名科长 “五
比五评”活动，不断推动市直机关干部
“增压力、强动力、添活力”，形成比服
务、讲贡献、重实干的浓厚氛围。

“五比五评” 主要内容包括比站
位，评政治素质，主要比评政治立场、
政治态度、政治能力等情况；比干事，
评工作能力，主要比评敬业精神、业务
能力、担当作为等情况；比奉献，评宗
旨意识， 主要比评群众观念、 服务能
力、服务质效等情况；比业绩，评履职
成效，主要比评求真抓实、争先进位、
工作成效等情况； 比作风， 评干部形
象，主要比评工作态度、工作纪律、廉
洁自律等情况。

宣城市“五比五评”考评对象包括
市直单位具有公共服务、行政执法、综
合管理职能或直接面向社会、 面向市
场主体的部门科室及二级机构主要负
责人，按照 3 年一个周期共 3 轮考评，
覆盖 60 家市直单位 435 个科室，首轮
考评从今年 7 月至明年 2 月。

该市将强化考评结果运用， 对在
“五比五评”活动中评定“优秀”等次的
参评对象，在年度综合考核中直接确定
为“优秀”等次，并将在“优秀”等次人员
中评定“十佳满意科长”，在提拔使用和
晋升职级时重点考虑。对考评靠后的科
长和单位，严格按考评实施方案处理到
位，真正让有为者有位、实干者实惠、优
秀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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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多举措优化夏粮收购服务

本报讯（见习记者 鹿嘉惠 记者

安耀武） 记者 7 月 13 日从阜阳市召
开的夏粮收购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针
对今年夏粮收购形势，该市坚持政策
性和市场化并重，做好政策性和市场
化收购“两手抓”“两步走”准备，市县
粮食和物资储备主管部门严格落实
收购各项政策 ，强化执法监管 ，优化
收购服务。

今年，阜阳市小麦喜获丰收，预计
总产量 378.8 万吨 ，实现面积 、产量 、
品质、效益“四提升”。

为组织好市场化收购， 满足农民
售粮需求， 阜阳市一方面推进优质粮
食工程订单收购， 完善市场化收购融
资担保机制， 引导国有粮食购销企业

积极与省内外各类收购主体开展产销
对接、委托收购、代收代储等合作，目
前签署协议收购数量 120 万吨， 筹集
市场化收购资金 30 多亿元，鼓励粮食
加工企业、 粮食经纪人等各类收购主
体入市收购， 确保不发生 “农民卖粮
难”问题。

同时，认真履行政策性收购的主
体责任，确保省市县三级储备粮按时
完成轮换任务。压实行政管理和属地
监管责任 ，积极开展 “双随机 、一公
开”抽查，严肃查处未按规定告知、公
示粮食收购价格 ，压级压价 ，未及时
支付售粮款 ，“打白条 ”以及 “虚假收
购”“先收后转 ”“以陈顶新 ”“以次充
好”“转圈粮” 等违法违规行为。

安庆出台一揽子稳经济政策措施

本报讯（记者 陈成）《安庆市贯彻
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工作方
案》日前正式印发。这些政策措施涉及
财政、货币金融、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等几个方面。

财政政策方面， 安庆市进一步加
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 对新扩
围的 7 个行业企业按月全额退还增量
留抵税额、 一次性全额退还存量留抵
税额；扩大实施社保费缓缴政策，将阶
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从
餐饮等 5 个行业扩大至汽车制造等
22 个行业，以及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
出现暂时困难、 处于亏损的中小微企
业和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同时进一步提高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
例，将大型企业的返还比例由 30%提
高到 50%。

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安庆市将引导
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
货车司机等贷款实施年内延期还本付
息；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力度，组建
市县两级助企便民融资服务专班，建立
重点园区企业、重点项目等融资需求摸
排、对接、问题反馈等清单化管理机制，
推广“园区 e 贷”产品，满足企业续贷、
增贷需求。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安庆
市将开展重点外贸企业 “保稳提质
月”活动，打通外贸企业堵点难点，实
时为承运重点物资前往中高风险地
区的企业 、车辆发放通行证 ，保障快
速便捷通行；撤除市界国省干线公路
防疫检查点，全面取消来自低风险地
区客货运车辆的防疫通行限制，不再
查验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

全方位把脉 到位不越位

淮南推行“蹲点指导”提升巡察质效
本报讯（记者 柏松 通讯员 洪浩 邱

雨）“阿姨，您好，我们是区里派来的巡察
组，如果您对街道和社区有什么想要反映
的问题，或是需要巡察组帮助解决一些困
难问题， 都可以打宣传单上的电话。 ”近
日， 淮南市大通区委巡察组来到社区广
场，向市民发放宣传单。

在淮南市委巡察机构蹲点指导下 ，
“真心听民意， 开门搞巡察” 来到市民身
边，助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瘫痪’的电梯终于要修复了，以后
每天上下楼可就方便多了。 ”近日，在淮
南市田家庵区中央国际购物广场住宅小
区，居民们热议着身边的变化。 田家庵区
委第一巡察组找准问题症结，多方协调，
436 户居民“出行难”问题将得以解决。

为了提升巡察工作整体水平，淮南市
创新开展“蹲点指导”巡察工作。市委巡察
工作领导小组制发了 《关于开展蹲点指
导巡察工作的实施方案》，指导县区巡察
机构优化完善巡察工作流程， 以点带面
推动县区巡察工作质量整体提升。 市委
巡察机构编印了 “一流程两手册三清
单”，使蹲点指导更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同时，将 51 项市县巡察工作流程简
化到 36 项，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基础
设施建设、生活垃圾处理、低保救助等 9
个方面的惠民利民政策细化为 31 条监
督检查指标，作为对乡镇、村（社区）巡察
监督的重点，推动解决老百姓的难心事、
揪心事、烦心事。

“厕所不清洁，脏臭湿沾鞋。 方便不

方便，干净是关键。 ”在寿县县委第二巡
察组“真心听民意，开门搞巡察”期间，保
义镇老镇政府家属区居民反映公厕脏乱
差问题。在巡察整改推动下，保义镇将公
厕下水管道直接接入建成区污水管网 ，
将蹲便池改造为节水蹲便器， 并建立了
长效管护机制，让公厕环境焕然一新。

蹲点指导工作中， 淮南市抽调优秀
巡察业务骨干 20 人组成 5 个蹲点指导
组，实时嵌入县区巡察组 ，全方位 “把脉
问诊”。 同时，对 180 余名县区巡察干部
进行培训，围绕“如何提升巡视规范化水
平和质量”等 7 个专题进行辅导。帮助县
区编制政策清单、问题清单 、责任清单 ，
形成发现问题的标准图、 路线图、 施工
图。帮助县区巡察组脱离“痕迹式检查”，

改变调而不阅、阅而不研、研而无果的现
象。 指导县区巡察组加大下沉走访调研
力度，执行问题底稿制度。与县区巡察机
构建立“工作有部署 、联络有方式 、职责
有执行、任务有落实 ”的工作机制 ，累计
提出意见建议 538 条， 县区巡察机构采
纳率 100%。 通过蹲点指导，淮南市及时
发现、推动解决了 55 个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

·编后·

淮南市创新开展“蹲点指导”巡察工
作，做到从问题看责任 ，从现象看本质 ，
提升了发现问题能力， 增强了为民服务
意识，有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视点

7 月 13 日，在合肥市三十头社区鹤翔书苑“五彩假日”暑期公益课堂上，孩
子们在上科学实验课。三十头社区附近工地多、农民工多，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暑
期“看护难”问题，该社区开设公益课堂，辅导农民工孩子的暑假作业，并给他们
开设科学实验、手工绘画等课程。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以投带引”完善产业链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张久愿 巨晨寅

近日，记者在位于铜陵狮子山高新区
的龙辰科技超薄电容薄膜项目施工现场
看到，工人们正在紧张作业，厂房建设开
始二层结构施工。

“今年 4 月动工，年底能正式投产。 ”
项目现场负责人黄柏利说。

“这个项目是我们‘以投带引’的典型

项目， 未来也是园区薄膜电容产业链的
‘链主’项目。 ”铜陵高新发展投资公司总
经理高翔告诉记者。

铜陵高新发展投资公司是铜陵狮子
山高新区管委会下属国有独资企业。近年
来， 铜陵狮子山高新区积极推行 “管委
会+公司”模式，发挥铜陵高新发展投资
公司市场主体作用，由该公司主导发起设
立总规模为 10 亿元的铜陵高新企航股权
投资基金，发力资本招商。

“今年年初 ，我们第一次与龙辰科
技母公司接触时 ，他们提出资金匹配需
求 ，我们迅速作出回应 ，确保项目顺利
落地。 ”高翔说，铜陵高新发展投资公司
通过投资基金出资 2000 万元 、 占股
20%参与其铜陵项目公司组建 ，同时再
出资 3000 万元助力其母公司进军资本
市场，并设立专户确保投资资金用于铜
陵项目建设。

“5000 万元投资 ，既减轻了项目落

地的前期资金压力 ，也让我们在资本市
场上有所收益 。 更重要的是 ，能够推动
园区打造一条完整的薄膜电容产业
链。 ”高翔说。

该项目落地后 ，铜陵狮子山高新区
薄膜电容产业园又有企业签约入驻 ，协
议总投资超 20 亿元 ， 构建起完整的细
分产业链。 以龙辰科技为龙头 ，铜陵狮
子山高新区持续推进 10 余个薄膜电容
产业链重点项目 ，并着力打造薄膜电容
产业园二期。

“以投带引，完善产业链 ，也是我们
招商的重要方向。 ”铜陵狮子山高新区管
委会党工委委员金奇表示， 他们将深化
“管委会+公司”模式，计划继续依托铜陵
高新发展投资公司设立一只重点面向沪
苏浙的投资基金，完善投资与招商良性联
动机制，助力项目落地，提升产业竞争力。

7 月 9 日，明光市中医院纪委
工作人员对所辖医共体涧溪分院

鲁峰村卫生室的药品质量、效期、
储存、 养护及收费价格等进行督
查。 今年以来，明光市中医院纪委
督促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对所辖医

共体 60 家村卫生室开展了 158 次
督查， 严格把握风险防控重点环
节，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确保老百
姓用上质优价廉的放心药。

本报记者 李博 本报通讯员

魏形瑛 摄

督查基层卫生室
确保用上放心药

■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影报道

进入 7 月，民航运输步入暑运，旅客出行人
数增多、航班保障量增加。 面对高温，东航安徽
分公司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 为旅客安全出
行提供坚强保障。

7 月 14 日中午，东航机务工作人员对一架
空客 A320 飞机例行检查维护，40 多名机务工
作人员在飞机的发动机、机身、电子区域要完成

200多份工作检查单卡的工作量。
中午是航班进出港集中时段 ， 机坪温度

高达 60 摄氏度 ，机务工作人员在不同机位之
间开展短停例行检查和接送飞机工作 。 一架
进港飞机刚刚停稳 ， 行李装卸员就搬运货物
和行李， 在狭小的货舱内小心翼翼地安置行
李，汗水流进了眼睛、湿透了衣衫。 暑运期间，
装卸员每天早上 6 点进入机坪 ， 夜里才能结
束一天的工作。

民航机务的“烘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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