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芜湖市镜湖区组织学校和志愿者开设爱心托管点，帮助市
民解决暑假无人看管孩子的困难———

托管点里开启快乐暑假
■ 本报记者 沈宫石

本报见习记者 班慧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
辈的光荣传统……”7 月 26 日上午，芜湖市
镜湖小学暑假爱心托管点传出悠扬的童声
合唱，老师正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通过观
看视频、学唱红歌、刻印版画的方式，带孩
子们认识英雄人物，了解英雄事迹。 暑假以
来， 芜湖市镜湖区暑假爱心托管行动一经
推出，便受到众多家长欢迎。

镜湖区在 5 个街道试点开设 5 个爱
心托管点 ， 为本地居民提供免费托管服
务。 该区组织中小学教师、志愿者在托管
点照料孩子。 目前，托管点已接收 116 名
孩子。

同一天上午， 在镜湖区绿影小学华强
校区暑假爱心托管班，半天活动结束后，孩
子们来到一楼， 一边聊天一边吃着爱心托
管点准备的爱心午餐。 记者看到，餐盘里有
海鲜菇肉丸、韭菜豆芽、西红柿炒鸡蛋，荤
素搭配，米饭管够。

“午餐都是由具有 A 级资质的配餐公
司统一配送的，饮食安全有保证。 此外，我
们准备了午休地垫， 孩子们吃完了可以坐

在这里看书或者睡觉。 ”绿影小学华强校区
执行校长许勇告诉记者。

在绿影小学华强校区托管点， 四年级
学生蔡薛诺告诉记者， 爸爸妈妈工作日都
要上班，以前暑假期间，她不是被送到亲戚
家就是独自在家。 今年暑假爱心托管行动
开展以后，父母为她报了名。

“在这里，我参加了各种有趣的兴趣项
目，还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食堂的饭菜也很
好吃。 爸爸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一个人在
家了！ ”蔡薛诺笑着对记者说。

四年级学生李涵旭的妈妈告诉记者，
爱心托管点为孩子们创造了舒适安全的环
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后顾之忧。

“我们选取了 5 个街道作为试点，由街
道牵头， 联系辖区内软硬件条件较好的学
校，一起开展暑假爱心托管工作，尽量覆盖
辖区内留守家庭、困难家庭、双职工家庭，
切实帮助家长解决暑假无人看管孩子的实
际困难。 ”镜湖区教育局团工委书记、总队
辅导员张为蓉告诉记者，5 个爱心托管班的
日程表都是精心制作，有“快乐扎染”“版画
刻印”“毛笔书法”“室内体能训练”“趣味拓
展”等，还将组织孩子们前往一些单位参观
学习，开展环保主题教育。

荩 7 月 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招
待会。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图为王忠心（前）在休宁县溪口镇祖源村植树。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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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 8 月 1 日

出版的第 15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的重要文章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人民军队的历史辉煌，是
鲜血生命铸就的，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人
民军队的历史经验，是艰辛探索得来的，
永远需要我们弘扬。 人民军队的历史发

展，是忠诚担当推动的，永远激励我们向
前。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
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中华民
族实现伟大复兴， 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
好生活， 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
世界一流军队。

文章指出，1927 年 8 月 1 日， 南昌
城头一声枪响， 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 自那时起， 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就英勇投身
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90
年来，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
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
煌胜利， 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
功勋。

（下转 4 版）

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记者 张汨汨

梅常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日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 热烈庆祝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克
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
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璀璨， 洋溢着
热烈喜庆的节日气氛。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
庄严的“八一”军徽，“1927－2022”的大字年
号在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 昭示着中国人
民解放军走过 95 年的光辉历程。

18 时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
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大厅， 与中
外来宾欢聚一堂，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时，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
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致辞。 受习近平总书记
委托，魏凤和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
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
节日祝贺，向在各个时期为人民军队建设作
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老战士、转业退伍
军人、 革命伤残军人和烈军属表示亲切慰
问，向获得“八一勋章”的同志，向全军英模
代表、全国双拥模范代表、全国模范军队转
业干部代表致以崇高敬意，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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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上午，黄山市举行“军人驿站”
发布仪式，首批 20 家“军人驿站”正式授牌。
20 家酒店和民宿将为现役军人、军队文职人
员、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住宿、餐饮
等折扣优惠。

安徽是革命老区、兵员大省，一直有着爱
国拥军的光荣传统和浓厚氛围。去年以来，我
省持续推动双拥工作实践创新， 推动富民强
省与强军兴军同频共振、互促双拥，军政军民
团结大好局面持续稳固。

政策发力 优抚暖人心

“这么热的天气，还上门为我办理退役军
人优待证，谢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关心。”近日，
临泉县土陂乡彭店村 92 岁的退役军人姜怀
生对工作人员连声致谢。

自优待证申领办理工作启动以来， 土陂
乡乡、 村两级退役军人服务站成立专项工作
组，面向部分年龄较大、患有疾病、行动不便
的退役军人，上门入户办理优待证申领工作，
确保每一位优抚对象及时享受到各项优待政
策。截至目前，全乡 434 名退役军人和优抚对
象已完成优待证申领。

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制度， 确保军人后路
无忧、后院稳固、后代可期，我省努力为广大
优抚对象架起“连心桥”、当好“保障部”、办成
“暖心事”。

各地结合实际， 在拥军政策方面争相发
力。滁州市面向未就业随军家属，制定事业单
位定向招聘、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国有企
业定向招聘、 社区专岗定向招聘等 4 类安置
办法。 宿州市坚持公开考试和量化赋分相结
合，开展随军家属定向招聘。阜阳市财政每年
拿出专门资金保障驻地军人免费就近就医。
亳州市将军人子女中考加分政策扩大到所有
现役军人。

政策发力，优抚入心。我省逐步建立健全
优抚标准动态增长机制，2021 年度抚恤补助
标准再次提高 10%，落实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一体化发放政策，兑现优待金 8.2 亿元。2021 年，全省转业军官在行政机
关和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的安置比例达 98%， 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
退役士兵在事业单位编制内安置比例达 71%，系历年最好水平。 广大军
人子女在入园入托、义务教育及中高考加分等优待政策上，应享尽享。

措施落实 尊崇氛围浓

7 月 23 日，舒城县汤池镇三江村潘增林的家中热闹非凡，会客厅里
坐得满满当当。 当天，舒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人武部为现役军人
潘增林家送来了喜报。

工作人员向潘增林的父亲表示热烈祝贺， 感谢他为国防建设培养
了优秀人才，并为其戴上“军属光荣”绶带，送上三等功喜报和奖励金。
潘增林的父亲说：“儿子这次立了三等功，全家人都很高兴、很自豪，这
是党和军队培养得好，我们会继续支持儿子建功立业。 ” （下转 6 版）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综述

我省在自贸试验区试点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改革———

审批提速 企业减负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技改项目环评审批， 当天就给出批
复，这么短的时间我们过去是不敢想的，对
我们改进工艺和抢占市场提供了很大帮
助。 ”近日，谈起技改项目环评审批速度，通

威太阳能（安徽）有限公司安全环境部部长
张明由衷赞叹。

前不久，该公司计划对 8 条生产线进行
系统升级改造。以往，类似技改项目完成环评
审批至少得 60 个工作日。 这次，他们在将环
评资料提交的当天就拿到了批复。

通威太阳能（安徽）有限公司所享受到
的高效率审批服务，得益于省生态环境厅推
动、合肥高新区依托自贸试验区试点实施的
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改革。此项改革
以排污许可证作为项目污染物排放的托底
审批，实施项目告知承诺制，通过依据排污

许可类别调整环评审批形式、先批后审等方
式，将项目投产前的环评与排污许可两次生
态环境审批合并为一次，审批时间也由法定
的6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内。

合肥市生态环境局有关人士介绍，建设
项目环评审批与排污许可是生态环境部门
的两项行政许可事项，环评审批在项目开工
建设前办理，排污许可在项目生产使用前办
理。对企业来说，环保审批手续专业性强，两
次办证手续较为复杂，环评审批与排污许可
“两证合一”改革，实现环评与排污许可证合
并优化审批， 大大减轻了企业申报负担，提
高了审批效率。 （下转 4 版）

■ 本报记者 张岳

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级军士
长，从农家子弟到火箭军“兵王”，从休
宁县海阳镇汪金桥村走出来的王忠心，
退休后回到阔别 34 年的老家。 无论在
哪里在哪个岗位，王忠心的“忠心”始终
如一。

“只要部队有需要，我随
时听从召唤”

“从离开部队那一天算起 ， 整整
800天了。 ”王忠心说。

2020年 5 月， 王忠心超期服役期
满，光荣退休。在退休仪式上，他敬了一
个军礼， 坚定地表示：“只要部队有需
要，我随时听从召唤。 ”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背起行囊，
割舍心中万般不舍，王忠心回到了阔别
34 年的老家休宁。

在这座黄山脚下的小城，他的名字
几乎家喻户晓。

“走路腰肩挺得最直的那位，准是
他 。 ‘兵王 ’可了不得 ，比将军还稀少
呢！ ”家乡海阳镇汪金桥村村民都说，

脱下军装的王忠心， 朴素的外表与普
通人没有分别， 但一走起路来虎虎生
风。 甭管多远，就能看出那是响当当的
“兵王”。

每天东方泛起鱼肚白， 习惯早起
的王忠心像出操一样， 在房前屋后锻
炼，有时还“一二一”喊几声口号。

“他很想念战友和军号声，经常跟
我聊起部队。 ”妻子杨洪苗说。

王忠心喜欢钓鱼，刚回到老家时，
杨洪苗常陪他一起去河边。

每每抛下鱼钩， 王忠心坐在鱼箱
上，一坐可以几个小时都不动。 身旁的
杨洪苗有些坐不住，手也酸了，腿也麻
了。可王忠心依旧稳如泰山，气定神闲。

“他眼睛一直盯着水面，鱼竿是他
的‘战位’，仿佛一下子回到部队里。 ”
杨洪苗嘀咕着。

“稳”是王忠心的人生底色。 在 34
年的军旅生涯中， 王忠心没有下错一
个口令、 做错一个动作、 连错一根电
缆、报错一个信号、记错一个数据 、按
错一个按钮、损坏一件仪器。

一时不出差错是要求， 常年不出
差错是出色，从来不出差错是传奇。

当兵34年，王忠心精通19个导弹
测控岗位，参加过1500余次实装操作
训练、20多次实弹发射演练，带出320
多名优秀操作号手，60多名成为技术
尖子或技术骨干。

从血气方刚、意气风发，到两鬓
斑白、风霜满面，王忠心与高山为伍、
与导弹为伴，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
国防事业，把最灿烂的芳华留在了国
防一线。

忠诚是一种品格，信念是一种力
量。 2017 年，王忠心被授予“八一勋
章”，2019 年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
获得“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全军

爱军精武标兵”“全军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誉称号。

“我不能把勋章当枕头 ， 高枕无
忧；我不能把荣誉当包袱，裹足不前。 ”
王忠心坦言，退役回乡后，如何发挥余
热，是他新的“赶考之路”。

“永远吹响冲锋号，绝不
躺在功劳簿上”

“兵王”很厉害，但王忠心并没有
让别人觉得高高在上。

“他是老大哥，解开了我心中的那
块疙瘩，带领我走出心理阴霾。 ”退役
士官胡和平说。 （下转 6 版）

““兵王””解甲 忠心依旧
———记“八一勋章”获得者王忠心

（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