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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斌主持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

进一步推深做实新阶段安徽政协工作
以最严格措施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 12 月 21 日上午 ， 省委书
记李锦斌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
听取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情况督查和 2020 年全省食品安
全工作情况的汇报 ， 研究部署下步工
作举措 。

会议指出 ， 省政协组织开展工作
督查，既是对中央及省委政协工作会议
落实情况的一次深入检查 ， 也是对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的一次认真贯彻 ， 还是对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次阐释宣传 。 要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 ，着
力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 ， 研究出台
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整改举措 ，确
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 。 要着力健全完
善加强党的领导 、推进协商民主 、广泛
凝聚共识 、强化履职保障等工作制度 ，
不断提高政协工作的科学化 、制度化 、
规范化水平 。 要紧紧围绕中央及省委
决策部署 ，准确把握 “十四五 ”时期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主题 ，资政建言 、凝聚
共识 、同向发力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
抓实抓细协商民主各项工作，奋力开创
新阶段安徽政协工作新局面。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强调要
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
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 ，确保广大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我们要坚决贯彻
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更加扎
实细致做好我省食品安全工作。要紧盯

重点领域强化全过程监管 ，加强对农产
品产地环境 、 农业投入品生产使用 、粮
食收储质量等安全管理 ，加大对食品加
工、流通销售、餐饮服务等质量安全监管
力度， 严格落实冷链食品疫情防控相关
政策措施。要夯实基层基础，强化依法治
理、科技治理、联动治理 ，严厉打击食品
安全违法犯罪。要落实党政同责，压实生
产经营企业主体责任，抓实社会共治，不
断提高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 （宗 禾）

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筹备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12 月 24 日，省政协
十二届四次会议筹备工作会议召

开。 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
莉出席会议并讲话， 秘书长车敦
安主持会议。

在听取大会秘书处各组前期

工作情况汇报后，刘莉指出，2020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

年。 面对大疫情、大汛情、大变局
交织叠加，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国取
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 我省也交
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 2021 年是
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

重要性的一年， 我们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 并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明年
还是我们党成立 100 周年、“十四
五”开局之年。 开好 2021 年的省
两会， 进一步凝聚全省人民的信
心、干劲、智慧和力量，对于“十四

五” 顺利开局和建设新阶段现代
化美好安徽，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历史意义。

刘莉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

策及省委、省政协党组部署上来，
集中全部精力，做好各项筹备工
作。 要压紧压实责任，对照分工，
明确任务，倒排工期，细化举措 ，
抓好落实。 要抓好工作细节 ，总
结办会经验， 坚持问题导向 ，开
展预研预判， 注重统筹协调 ，加
强信息沟通， 强化分工协作 ，形
成整体合力。 要加强疫情防控 ，
采取最严格的健康筛查措施 ，制
定最详细的应急预案 ，做好各种
应对准备， 务必确保万无一失 。
要严肃工作纪律，以最好的精神
面貌、服务态度、务实作风，把大
会开得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 ，确
保圆满成功。
（本报见习记者 金珊珊 王悦

实习生 董寒月）

截至 12 月 17 日 14 时 43 分，位于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的安徽华电芜湖发电有限公司年发
电量突破 100 亿千瓦时大关，较 2019 年提前 12 天破百亿大关，再创历史新高。 图为当晚拍摄的
该公司夜景。 本报通讯员 程依宝 王丹 摄

电力生产创佳绩

省政协举办第四期“委员讲堂”
本报讯 12 月 22 日，省政协

举办 2020 年第四期“委员讲堂”，
围绕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五中全

会及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
深入解读中共中央和省委 《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 》。 省政协副主席肖超
英、韩军、孙丽芳、郑宏出席。

以“芯屏器合”为标识的新兴
产业形成体系 、以新型 “铜墙铁
壁 ” 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以“融会观通”为主体的现代
服务业加快发展、以“大智移云 ”
为 牵 引 的 数 字 经 济 蓬 勃 兴

起———省政协经济委副主任 ，省
社会科学院院长 、党组书记曾凡
银用四句话描述了我省的产业

现状。 他从《建议》的基本框架 、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加快发展现
代产业体系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 、全面深化改革 、优先发展农

业农村、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
镇化，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实行
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方面， 作了
深入浅出的解读。

参加活动的省政协委员和政

协机关干部表示，新发展阶段、新
发展理念、 新发展格局， 是贯穿
“十四五”发展的鲜明主线。 我们
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五中

全会及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精

神， 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 错综
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

挑战，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立足
国情省情， 为确保如期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
斗目标多谋发展之计、 多建肺腑
之言、多献有识之策。
（本报见习记者 金珊珊 王悦

实习生 董寒月）

致公党安徽省委召开全委会议
本报讯 12 月 19 日至 20

日， 致公党安徽省六届五次全委
会议在合肥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
中共中央及中共安徽省委有关会

议精神、 致公党十五届四中全会
精神， 听取并审议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致公党安徽省委会主委
谢广祥代表第六届常务委员会所

作的工作报告。
会议要求，2021 年，致公党全

省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坚定接受中国共产
党领导， 深入践行中国新型政党
制度，坚持不懈用心谋发展、真诚

讲团结、努力作贡献；推深做实参
政议政、社会服务、对外联络等履
职工作，为“十四五”规划实施、推
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
持之以恒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全
力做好省属组织换届工作， 推动
和谐致公建设深化发展， 与时俱
进把安徽致公建设成为政治坚

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 、作风优
良、 制度健全的高素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参政党组织。

会前， 致公党安徽省委会举
办致公讲堂， 专题学习了中共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记者）

安徽政协书院
举办线下读书活动

本报讯 12 月 22 日，省政协
在阜阳市举办安徽政协书院线下

读书会， 推动委员读书活动进一
步深入开展。 省政协副主席夏涛
出席会议并讲话。

读书会邀请省委党校马克思

主义学院讲师公为明博士， 为委
员们作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线下领读，省政协委员郭琳 、
蒋敬好、陶颖、张勇、李红等围绕
主题交流了读书体会。 大家认为，
安徽政协书院委员读书活动的开

展，点燃了政协委员的读书热情，

得到了广大委员的积极响应 ，对
于政协委员获取内心成长力量 、
提高建言资政能力水平有着重要

意义。
夏涛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委

员线上线下读书活动取得的成

效。 他指出，崇尚学习是政协的优
良传统，要继续坚持读书习惯，建
设书香政协；要注重学用结合，将
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成效； 要充
分彰显政协机关的政治属性 ，在
学习教育中凝聚共识。

（民宗委）

省政协办公厅决定

表彰一批优秀先进
本报讯 省政协办公厅日前

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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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45 篇优秀社情民
意信息、23 个先进单位和 21 名先
进工作者予以表彰。 （详见本报今
日 4 版）

《决定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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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政协办公厅希望受到表彰

的同志和单位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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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大会秘书处
首设疫情防控组

本报讯 12 月 24 日 ，记
者从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筹备工作会议上获悉 ，省政协
十二届四次会议大会秘书处

下设秘书组 、文稿起草组 、组
织组 、宣传组 、提案组 、行政

和技术保障组 、大会发言组 、
简报组 、保卫组 、会风会纪监
督组 、 疫情防控组等 11个工
作组。

疫情防控组是本次会议

首次设立 ，将在省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统筹下 ， 制定大
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

预案 ，部署会议期间疫情防控
工作。
（本报见习记者王悦 金珊珊

实习生 董寒月）

从讲政治的高度做经济工作 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论学习贯彻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评论员

在“十三五”收官冲刺、“十
四五”谋篇开局的关键时刻，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 ，系统总结 2020 年
全省经济工作，科学分析当前经
济形势， 全面部署 2021 年经济
工作，必将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
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及

省委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

部署上来，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为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今年是安徽发展史上极不

平凡的一年。 面对严峻复杂的
国际形势、 艰巨繁重的国内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

炎疫情的严重冲击， 加之汛情
严峻考验， 全省上下全面贯彻
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决策部署， 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

话指示精神， 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落实
“六稳”“六保”任务，在大战大考
中交出了一份中央放心、百姓满
意、可以载入安徽发展史册的优
异答卷。安徽经济实力进一步提
升，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 防汛救灾取得重大胜
利， 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
果， 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重
点领域改革实现新突破，对外开
放水平不断提高， 人民生活得
到有力保障。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
之年。 经过 5 年奋斗，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

就 ，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综合
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

的大台阶。 “十三五”规划目标
任务即将完成， 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胜利在望， 安徽在全国发
展大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进

一步提高。 经济总量和人均水
平实现 “双进位 ”，增长动能和
经济结构实现 “双优化 ”，深化
改革和对外开放实现 “双突
破”，城乡面貌和人民生活实现
“双改善”。 这些成绩来之不易，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 ，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 ，也
凝结着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心

血和汗水、拼搏和奉献。
明年是 “十四五 ” 开局之

年， 是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
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

一年。 我们要从讲政治的高度
做经济工作，既要抓住机遇、乘

势而上，又要应对挑战、趋利避
害，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又
要有化解挑战的高招， 奋力在
危机中育先机、 于变局中开新
局。 要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为先导，打造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以“增强
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
为基础， 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新兴产业聚集地；以“坚持扩
大内需战略”为基点，打造国内
大循环重要节点、 国内国际双
循环战略链接；以“全面推进改
革开放”为动力，打造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 ；以
“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为保
障粮食安全的要害 ， 打造乡村
全面振兴的安徽样板；以“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共
同打造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

极 ；以 “碳达峰 、碳中和 ”为引

领， 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
以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
题”为标志，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强化
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
为突破， 打造更高水平的平安
安徽。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 意义
重大、任务艰巨。 让我们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 坚定信心 、 鼓足干
劲、顽强拼搏，狠抓中央及省委
各项决策部署落实， 奋力完成
明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

务 ，全面建设经济强 、百姓富 、
生态美的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

徽 ，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12月 19日，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铜官杯”全国
景泰蓝制作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在铜陵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50
名选手参赛。 图为参赛选手在进行点蓝工序。 特约摄影 过仕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