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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安徽省委员会办公厅关于表彰 2019—2020 年度
优秀社情民意信息、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2020年 12月 16日）

2019-2020 年度， 广大政协委员、省
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全省各级政协组织 ，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
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 增强 “四个意
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

护”， 按照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及省委有
关会议部署，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认真践行“三心两进一流”工作思
路，为全力服务推进新阶段现代化美好
安徽建设建言献策和凝聚共识。准确把
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发挥好人民政协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坚持实事求是 ，认

真调查研究 ， 充分发挥政协直通车优
势，积极反映社情民意。 许多意见和建
议受到全国政协 、省委 、省政府及有关
部门高度重视和认真采纳， 为推动省委
省政府重要决策部署落实、 促进人民群
众关注的热点难点堵点等重要问题的解

决发挥了积极作用。
根据省政协办公厅关于 《全省政协

系统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

评比表彰办法 》 （皖协办发 〔2013〕23
号 ）规定 ，经研究 ，决定对 《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 （2015-2020）政策执行中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 》等 45 篇优秀社情民意
信息 、九三学社安徽省委等 23 个先进
单位和刘生宏等 21 名先进工作者予
以表彰。

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社情民意信

息反映者 、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
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再接再厉 ， 聚焦
新发展阶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 加强
信息选题的策划和调研 ， 不断提高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质量 ， 努力为全
面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贡献智

慧和力量。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共 23个，按分值分类排序）

一等奖（7个）

九三学社安徽省委员会

民建安徽省委员会

民革安徽省委员会

省政协经济委员会

政协六安市委员会

政协宣城市委员会

政协铜陵市委员会

二等奖（8个）

农工党安徽省委员会

民进安徽省委员会

致公党安徽省委员会

政协黄山市委员会

政协合肥市委员会

政协芜湖市委员会

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政协灵璧县委员会

三等奖（8个）

民盟安徽省委员会

政协蚌埠市委员会

政协阜阳市委员会

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政协无为市委员会

政协舒城县委员会

政协东至县委员会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工作者
（共 21名，同一获奖等次按姓氏笔画排序）

一等奖（6名）

刘生宏（六安市政协）
张洁洁（铜陵市政协）
何宏葆（省民建）
李 辉（省九三学社）
欧秀惠（宣城市政协）
金 磊（省民革，特邀信息员）

二等奖（7名）

王文保（省农工党，特邀信息员）
王得坤（省民进）
刘明平（全国政协委员）

李 伟（合肥市政协）
陈定新（省政协委员）
徐 清（省致公党）
黄玉娟（黄山市政协）

三等奖（8名）

尤传化（灵璧县政协）
王晓桐（蚌埠市政协）
石才良（芜湖市政协）
刘 夏（阜阳市政协）
张苗苗（宿州市政协）
杜舒生（舒城县政协）
夏巨志（淮南市政协）
凌 冰（省工商联）

优秀社情民意信息
（共 45篇）

1.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
2020）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阜阳、六安、芜湖、黄山市政协，
无为市、舒城县政协）

2.创新基层治理模式 ，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

（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省民
革、省九三学社、芜湖市政协，特邀信
息员金磊）

3.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改革
中存在一些问题和有关改进的建议

（黄山市政协，无为市政协）

4.疫情形势下中小企业信贷支持
政策落地中的难点问题及对策建议

（合肥、蚌埠、六安市政协，全国政
协委员刘明平，省政协委员、特邀信息
员陈定新）

5.实行区港联动打造立体化开放
大通道

（省民革）

6.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推进
长三角通关一体化发展

（省民革）

7.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建议
（省民盟、省民进）

8.重视保护儿童和青少年视力的
建议

（省民建）

9.建议尽快修订完善 《安徽省拥
军优属条例》

（省民建）

10. 建议积极申报争取将淮南市
作为二十四节气国家展览馆的优选

地之一

（省民建）

11. 建议完善我省残疾儿童康复
医疗服务工作

（省民进）

12. 建议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建设财政资金配置效率

（省民进）

13.加强我省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建设

（省农工党）

14.补齐农村改厕短板
（省农工党）

15. 进一步完善医改政策 有效发
挥乡镇卫生院作用

（省致公党）

16. 关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建
议

（省致公党）

17. 进一步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工
作中惩罚机制的建议

（省九三学社）

18. 关于规范食品第三方检测市

场和促进检验机构发展的建议

（省九三学社）

19. 建议加快构建大别山等革命
老区防范返贫长效机制

（省九三学社、亳州市政协）

20. 建议完善我省水利信用评价
体系

（省工商联）

21. 莫让村干部坐班制成为密切
联系群众的“隔离墙”

（合肥市政协）

22.种粮大户期盼惠农政策倾斜
（宿州市政协）

23. 关于建立人民检察院刑事案
件办理流程通报办案律师制度的建议

（蚌埠市政协）

24. 关于机构改革中政府法制部
门和司法部门职能调整的问题及建议

（阜阳市政协）

25. 基层法官队伍人才流失问题
需引起重视

（淮南市政协）

26. 借助流量直播平台打造脱贫
攻坚“安徽专场”

（六安市政协）

27. 当前农村户籍管理工作的现
状及建议 （六安市政协）

28. 关于解决裕溪闸施工停滞导
致交通出行难的建议

（芜湖市政协）

29. 地方储备粮轮换存在的两个
问题值得关注

（宣城市政协）

30. 工贸领域初创企业职业病赔
付风险需关注

（宣城市政协）

31. 目前县区政协两支队伍建设
中存在的问题

（铜陵市政协）

32.刑事案件中律师会见难、通信
权落实难“两难”问题亟待解决

（铜陵市政协）

33.预付卡消费亟需规范
（池州市政协）

34. 疫情影响下蚕桑产业发展困
难亟待破解

（安庆市政协）

35.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服务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复工复产达产相

关问题及建议

（省政协经济委员会）

36. 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 助力
我省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省政协经济委员会）

37. 关于加快茶叶企业复工复产
复市的建议

（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38.略
（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39.打好春茶采产销“组合拳” 充分
发挥茶产业在脱贫攻坚中的积极作用

（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40. 不能让乡村道路成为酒驾监
管的“盲区”

（灵璧县政协）

41.进一步推进农村环境“三大革
命”的建议

（舒城县政协）

42. 关于推动长三角经济带发展
的几点建议

（全国政协常委夏涛）

43. 减轻新冠疫情对政府开支的
巨大压力 建议从严要求机关事业单

位厉行节约

（全国政协委员李修松）

44. 乡村振兴需要开辟人才下乡
绿色通道

（省政协委员孟枫平）

45. 灾后重建工作中需要重视的
问题

（省政协委员朱观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