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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招商渠道 大力招引人才

淮北“双百双招”锻造“硬核支撑”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郜

锋）“到浙江省宁波市企业家协会挂职学
习以来，我到多家企业走访，加强与在甬
淮北籍企业家联络沟通， 推动成立宁波
市淮北商会……”近日，淮北市政协办公
室的周晨告诉记者。

周晨是淮北市“双百双招”先锋团成
员之一。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
“五群十链” 重点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今年初，淮北市决定开展“双百双招”专
项行动。

“淮北市每年选派 100 名左右优秀
干部赴沪苏浙等地区学习锻炼 100 天左
右，专项开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
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培养锻炼干部。 ”淮
北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双百双
招”专项行动。

今年 2 月下旬， 淮北市派出了首批
共计 50 名“双百双招”先锋团成员陆续

奔赴沪苏浙等地区， 挂职街道、 开发园
区、商协会、行业协会、重点企业等单位。

外出锻炼前，“双百双招” 先锋团成
员充分把握集中培训机会， 千方百计研
究省情、淮北市情和企业情况；实地调研
走访淮北市 6 个开发区及重点企业，着
力摸清 “五群十链” 产业发展的基本情
况、产业优势与发展方向；加强与人社、
工会等部门沟通联系，梳理掌握“五群十
链”100 家重点企业用工需求，明确全市
招才引智工作的目标任务， 找准干的方
向、找出干的办法、找新干的思路。

到达各锻炼岗位后，先锋团成员通过
实地走访、当面沟通、网络查询、电话咨询
等多种方式， 认真研究当地产业布局情
况、捕捉产业信息、发掘产业转移机遇，加
快收集产业链头部及关键环节企业的项
目信息，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

根据驻点分散实情，“双百双招”先

锋团充分发挥临时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常态化、灵活性组织召开视频会议，
加强工作调度，交流互通信息，成员们通
过分享共享、 互学互鉴， 逐步从招商的
“门外汉”转变成“熟练工”。 3 月 28 日，
上市公司金浦钛业发布公告 ， 拟投资
100 亿元的新能源电池材料一体化项目
落地淮北煤化工基地。 “双百双招”先锋
团成员王程俊全程参与了该项目的招商
引资工作。

淮北市投资促进中心的罗冠鑫在上
海市环境净化行业协会挂职锻炼。 上海
出现新冠疫情后， 他参与成立 9 个志愿
者消杀服务队， 同时积极与加入服务队
的 30 多家企业负责人对接沟通，推荐 8
家生产制造企业到淮北考察。

记者了解到，淮北市委组织部、市投
资促进中心对选派干部开展 “双招双引”
工作进行量化考核，对表现优异、成绩突

出的选派干部给予通报表扬，并作为干部
评先评优、职称评定、职级晋升和选拔任
用的重要参考，对表现较差的进行通报。

截至 7 月中旬， 淮北首批 “双百双
招” 先锋团成员共计梳理有效招商项目
信息 100 余条， 拜访企业 1500 余家，添
加企业微信 2900 个，收集人才信息 2164
条，邀请外商来淮考察 72 批次，招引落
地开工项目 3 个，推动签约项目 4 个，在
谈招引项目 91 个。

·编后·
既要把 “真经 ”取回来 、 “问题 ”找

明白 ，还要把 “高人 ”请进来 、资金引进
来，更要把“本领 ”练出来 、“担子 ”挑起
来 。 淮北 “双百双招 ”先锋团成员学习
先进理念 ，提升综合能力 ，练就过硬本
领 ， 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人才支撑
和发展动能。

蚌埠夏粮总产增幅领跑全省

本报讯（通讯员 杨露露 记者 孙言

梅）记者近日从蚌埠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该市今年夏粮生产再上新台阶，夏粮播
种面积 378.58 万亩，较上年增加 1.83 万
亩，增幅 0.49%；总产 153.77 万吨，较上
年增加 2.56 万吨，增幅 1.69%。夏粮播种
面积、总产两项增幅均领跑全省。

去年秋种以来， 蚌埠市把夺取粮食
丰收作为重要任务， 深入实施 “两强一
增”行动计划，统筹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
工作，大力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应
急防治，打响“抗旱保苗”和“虫口夺粮”
两场攻坚战。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 ，该市积极运
用云上智农平台等 ，开展小麦春季田
管 、农药科学安全使用 、化肥减量增
效等线上技术培训 ，累计点击量超 13
万次 。

蚌埠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
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服务，重点加强对种
粮大户、示范基地的技术指导，春季小麦
病虫草害做到应防尽防，各项田管技术
落实到位，有效促进苗情转化升级。

今年“三夏”期间，该市投入各类农
机具 10 万多台 （套 ）， 机收率稳定在
98.5%以上。

芜湖加速发展第三代半导体产业
本报讯（记者 沈宫石 见习记者 班

慧）7 月 28 日， 引入战略投资合并重组
后的安徽长飞先进半导体有限公司揭
牌，芜湖加速发展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开
启新征程。

今年 5 月， 中国光通信行业知名上
市企业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落
户芜湖，通过战略投资，成立安徽长飞先
进半导体有限公司，重点推进以碳化硅、
氮化镓为代表的宽禁带半导体产品的
研发制造，携手上下游企业共同打造产
业集群，辐射带动设备、衬底、器件设计、

电力电子、汽车电子、充电桩、5G 基站设
施等上下游产业发展，加快我国宽禁带
半导体产业的技术突破，推进新能源汽
车、智能电网、轨道交通等核心器件的国
产化，打造覆盖芯片设计、外延材料和芯
片制造、模块封测等领域的国际领先的
第三代半导体企业。

近年来， 芜湖市以汽车电子、5G 通
信、工业级功率器件等下游应用领域为
支撑，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细分领域中的
第三代半导体产业，不断加快新兴产业
布局，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

“风光储直柔充”零碳供电所在宣城投运
本报讯（记者 张敬波）记者 7 月 28

日从国家电网宣城供电公司获悉，国家
电网首家 “风光储直柔充 ” 零碳供电
所———宣城市宣州区古泉供电所日前
正式投运， 实现办公楼 100%清洁能源
供应和“零碳”运行。

古泉供电所以“光储直柔协同”为技
术核心， 采取 “屋顶光伏发电—建筑储
电—直流电系统—柔性供电”用电模式，
通过建立以新能源为核心的新型电力
系统，所发电量“自发自用、余电储存”，
实现“发电、储电、充电”一体综合新能源
生态，有效提升用电效率。

与此同时 ， 通过建设总容量为
70.5 千瓦的屋顶光伏 、 车棚光伏等光
伏设施 ， 与作为补充的风力发电设施
相结合 ， 古泉供电所新能源每年发电
量达 8.9 万千瓦时，结合新型电力系统
下 “风光储直柔充 ”设备协同作用 ，每
年可减少碳排放 32.7 吨， 实现所用电
趋于零碳。

为服务绿色出行， 该所还安装了电
动自行车充电桩、电动汽车充电桩和全
省为数不多的 V2G 充电桩，目前充电设
施均已对外开放，可满足周边用户的充
电需求。

视 点

荩 7 月 30 日， 位于巢湖湖畔
的肥东县长临河镇六家畈红石

咀露营地开园，营地现场人头攒
动，户外运动比赛、文创集市、音
乐表演等种类繁多的活动吸引

了不少市民前往“打卡”游玩。
本报记者 杨竹 本报通讯

员 彭红玲 摄

乡村旅游热

总值班 18955179501 （日夜） 编辑部传真 65179872 （日夜） 集团办公室 65179014 编委办公室 65179030 总编办公室 65179021 新媒体中心 65179029（邮箱： ahrb2012@sina.cn） 审读考评办公室 65179144
政治新闻中心 65179190 经济新闻中心 65179250 文化新闻中心 65179166 出版部 65179189 视觉新闻中心 65179191（邮箱： shyb@vip.163.com） 理论部 65179251（邮箱： ahrbllb@163.com） 评论部 65179148
来稿编辑部 65179228（邮箱 ： lgbjb@ahrb.com.cn） 记者部 65179232 群工部 65179258 信息技术中心 6５１７９２６５ 广告中心 6５１７９３16 安徽报业发行公司 ６５１７９５６７ 印务中心 65333661 新闻研究所 6５１７９178

零售价： 2．00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公司承印

地址：合肥市望江西路５０５号 昨日开印3：15印完6：00

本报地址
合肥市潜山路 １４６９ 号
邮政编码： ２３００７１

电

话

颍上税务系统开展促廉洁转作风宣讲
本报讯 （记者 李浩 通讯员 曹玉

乐）突出纪法教育、聚焦政治教育、突出
警示教育、紧抓青年教育……今年以来，
颍上县税务局集中开展“一改两为”主题
教育宣讲活动，通过“四级联动”宣讲形
式，促进税干在以案示警中受警醒明法
纪、在以案为戒中懂规矩守底线、在以案
促改中刹歪风求进步。

宣讲活动中 ， 颍上县税务局从系
统内选定相关负责人 、 纪检干部作为
兼职宣讲员，宣讲党纪法规 ，讲好税务

故事。 活动要求每季度确定一个主题、
编写一套讲稿 、制作一个课件 、回答一
个问题，每位宣讲员结合实际 ，把岗位
摆进去、把自己摆进去。 该局还结合作
风纪律整顿，用好身边典型案例 “活教
材”，开展“从严从实抓管理 正风肃纪
带队伍”四级联动宣讲活动 ，讲清楚政
策理论，讲明白党纪法规。 为推深做实
宣讲活动 ， 该局在活动中解剖系统内
十大不良习惯 ， 明确整改时间表和任
务书。

赓续红色血脉 谱写鱼水新篇
（上接 1版）

立功喜报送上门，拥军尊崇氛围浓。去年以
来， 我省结合庆祝建党 100 周年和党史学习教
育，深入开展“旗帜引领、同心铸梦”双拥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营造全社会参与双拥工作的氛围，
激发广大群众爱国拥军热情。 各地充分发挥各
类红色资源和国防教育基地育人育心作用，组
织军民瞻仰革命遗址、重温党史历程、缅怀革命
先烈，受教育人数超过 600 万。 持续开展“全国
最美拥军人物”学习宣传活动，评选 10 名“安徽
省最美拥军人物”，举行新兵入伍欢送、老兵退
役欢迎仪式 200 多场，为 9100 名立功受奖官兵
家庭上门送喜报，崇军尚武、爱我国防氛围更加
浓厚。

思想引领，实践创新。 2020 年安徽省爱国拥
军促进会一经成立，便掀起入会高潮，首批入会
会员 1300 多家，筹集基金 2100 多万元，全社会
爱国拥军热情得到进一步激发。

各地创新实践，把基层双拥牌子擦得更亮。
宣城市运用 “皖事通 ”App 整合社会化拥军资
源，打造拥军服务云平台。 淮北市成立“戎耀拥
军服务中心”，覆盖餐饮、住宿、教育、医疗、旅游
等各个领域，推动社会化拥军链状发展。 合肥市
动员最大民营医疗机构京东方医院， 为全市服
务对象提供优先优惠医疗服务。 黄山市依托社
会公益组织开展“拥军助残”主题公益活动，帮
助重度残疾的现役和退役军人游览黄山。 六安
市迎驾慈善基金会一次性捐赠 5000 万元，设立
“迎驾长城基石工程”， 用于关爱帮扶军人军属
和退役军人。

军地协作 鱼水情更深

近日，在凤阳县总铺镇鹿塘村党员活动室，
来自大石岗的驻地部队的教员为全村党员带来
一堂文化强国主题党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
讲解引来现场掌声不断。

“能在这个新楼里上课、办公，多亏了驻地部
队的帮助。 ”鹿塘村党总支书记付玉志说，驻地部
队先后拨款 55 万元帮助鹿塘村建设党群服务中
心、进行文化娱乐设施建设，投资 300 多万元拓
宽改造 5 公里村级道路，“现在这条 ‘双拥路’连
接省道，村民出行方便了，产业发展也更快了。 ”

来到老乡炕头问需求， 走进田间地头察实
情。 驻皖部队以双拥共建为载体，与 182 个村持
续稳定结对关系，直接投入资金 2600 多万元，带
动地方投入 1200 万元，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
业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同时，广泛开展
兴教助学活动，捐助资金近 1000 万元，帮扶贫困
学生 4600 人。 出动兵力 1.2 万人次，协助地方做
好建党百年庆祝大会、十九届六中全会等重要节
点的安全保卫工作，用忠诚奉献书写驻皖部队拥
政爱民崭新篇章。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支持部
队建设， 是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义不容辞
的政治责任。 我省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拥
军支前军地协调机制和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
工作制度，帮助部队解决供水供电、官兵出行、
军用土地确权等难题， 全力做好部队演训、过
境、科研试验等军事任务的安全保卫、后勤保障
等工作。 2021 年，全年保障驻训官兵近 10 万人
次，承担军事大型交通任务、服务部队过境 120
多次，有效满足了部队备战打仗需要。 同时，积
极支持部队建设发展，全省共投入 20 多亿元支
持部队建设， 划拨置换军事用地 4000 多亩，有
效保障了重大军事项目建设和官兵工作生活条
件改善。 扎实推进“情系边海防官兵”拥军优属
活动，利用“两节”等时机集中走访慰问 2000 户
边海防官兵家庭，帮助解除后顾之忧，提振军心
士气。

鱼水情深，历久弥新。如今的江淮大地，处处
涌动着“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双拥热潮，谱写出一
曲曲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乐章。

荨 7 月 28 日，砀山县梨小萌欢乐梨园里，小朋友乘坐低速
小火车游览梨园美景。 该梨园是砀山县首家观光农业综合
体，年接待游客 30多万人次，提供就业岗位 400多个。

本报通讯员 崔猛 摄

“兵王”解甲 忠心依旧
（上接 1版）

胡和平是位老兵， 在部队度过
16 个春秋。回到家乡后，他成为一名
社区专项岗位工作人员， 一时难以
适应，心里有失落也有抱怨。 他找到
“兵王工作室”， 见到了大名鼎鼎的
“兵王”，王忠心像老班长一样，和他
拉家常、谈过去、聊生活……

“对于来找我的退役军人 ，我
都以战友相称 。 我是一名老兵 ，特
别能体会战友们的所盼所想 。 ”王
忠心说。

耐心细致地倾听， 善解人意地
开导，充满哲理的启发，犹如一道道
明亮的阳光， 穿过了心头的阵阵阴
霾，推开胡和平的重重心门。 在王忠
心的鼓励下， 胡和平在新的岗位上
积极工作， 牵头成立了 “老兵工作
站”， 和 60 多名老兵一起热心公益
事业，活出了老兵的风采。

“我要像我的名字一样，永远吹
响冲锋号， 绝不躺在过去的功劳簿
上。 ”王忠心说。

“兵王工作室 ”是他为人民服
务的 “新战场 ”， 在这里他接待咨
询 、宣传党的政策法规 、帮助困难
群众……逐渐成为休宁国防教育
宣传的新窗口。

只要有时间， 王忠心就在工作
室安寨扎营。 不仅如此，他还一次次
走进学校、市县各机关、驻军部队等
地，开展国防教育宣讲活动，加强新
时代全民国防教育。

2020 年 12 月 29 日 ，休宁县举
行了奖励王忠心荣获 “八一勋章 ”
表彰仪式 。 王忠心将获得的 10 万
元奖金全部捐出 ，帮助那些需要帮
助的乡亲父老 ，回报家乡人民的关
心关爱。

“我是从休宁走出去的共产党
员，能有今天的成绩，不仅是因为部
队的培养， 也离不开家乡人民的关
心关爱。 ”王忠心说。

退休不退志，退役不退岗。 去年
3 月，王忠心与老兵志愿者一起到溪
口镇祖源村植树，他们扛运树苗、挥
锹挖土、修整树坑 、扶正树苗 、培土
压实，栽下了一株株红豆杉树苗，为
路边的山坡披上了点点新绿。

“王忠心回到家乡后，在家乡参
与植树造林等公益活动， 还组织老
兵志愿者服务队和双拥志愿者服务
队，到老兵家中送温暖 、送慰问 ，形
成了一种浓厚的崇军氛围。 ”休宁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郑翠涛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休宁县是
全国闻名的状元县， 解甲归田的王
忠心风采依旧 ，在 “新战位 ”上发光
发热，用实际行动吹响冲锋号。

“‘兵王’ 的从军故事
激励我参军报国”

“现在就要开始锻炼身体，加油
瘦下来， 争取加入解放军”“一定要
加入火箭军，以‘兵王’为榜样，身穿
迷彩， 持剑报国” ……你一言我一
语，同学们围着王忠心 ，争着向 “兵
王”学习取经，表达敬佩之情。

好男儿，去当兵。 去年 12 月 22
日，王忠心前往黄山健康职业学院，
与学子交流谈心， 为有志参军的青
年解疑释惑， 鼓舞广大热血青年积
极参军、投身报国。

一到学校， 王忠心就成了最闪

亮的 “明星 ”，同学们排起长长的队
伍，满心欢喜地等待“兵王”的签名。
有时候，名字还没有签完，热情的同
学就迫不及待扑过来， 给他一个大
大的拥抱，王忠心笑得无比灿烂。

“我所有的收获和成就，都得益
于部队这所大学校的培养， 希望你
们也能积极投身军营，在这座‘大熔
炉’里淬炼成钢。 ”王忠心说。

安庆师范大学 2018 级体育教育
专业学生何天生， 一直在参军和求
职之间犹豫， 听完王忠心的事迹报
告会后，果断报名应征。

“‘兵王’的从军故事很励志，既
让我对部队这个神秘又神圣的地方
有了初步了解 ， 也激励我参军报
国。 ”何天生感慨地说。

安庆师范大学人武部部长夏建
华告诉记者， 今年上半年征兵报名
工作启动之初， 报名应征的学生不
多。 王忠心作报告后，报名应征人数

一下翻了 7 倍多。 同学们纷纷表示，
要向王忠心学习， 积极投身强军兴
军伟大事业， 在火热军营中摔打磨
炼，努力成为军队建设有用之才。

带着 “兵王 ”进校园 ，最少也征
一个连。 王忠心被聘为征兵形象代
言人，是征兵工作的“金字招牌”。 从
军 34 年生动而精彩的故事，深深感
染了众多大学生， 王忠心也成为他
们的学习榜样。

“过去守住国门 ， 今天守好家
门， 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我都
要走在前列，一辈子当兵，当一辈子
精兵。 ”王忠心说。

此生不改是兵心。 当征兵宣传
大使，做国防教育大使，王忠心欣然
接受与“兵”有关的所有工作。 一些
企业重金聘请王忠心担任 “代言
人”，有的社会组织以高薪邀请他担
任“顾问”，都被他一一回绝。

忙碌的身影一次次活跃在家乡
的学校 、机关 、村庄 、社区……“兵
王”转身，忠心依旧 ，他为人民服务
的脚步从未停歇。

“导弹兵王” 王忠心退休后依
然忙个不停，回部队授课、参加志
愿服务、帮助困难老兵、开展国防
教育宣传……铆在新的 “战位”上
继续奋斗，服务人民没有止境。

在部队，王忠心把使命举过头
顶，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事业装进
胸膛，为国防事业贡献了智慧和力
量。 退休后，他从没有忘记为人民

服务的初心使命，依然保持对党忠
诚的本色。

对党忠诚不是一阵子的事，而
是一辈子的事，王忠心始终做到初
心如磐、使命在肩。 他以实际行动
永远吹响冲锋号，时刻保持“号手
就位”的军人姿态，展现了对党忠
诚、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当代军
人形象。

永远吹响冲锋号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