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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9月9日电）

◆习近平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
团队代表回信。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3周年向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王岐山将出席第十八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国家人权行动
计划（2021-2025年）》。

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阶级地位，充分发

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贯彻到党和国家政

策制定、工作推进全过程，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各方面，做到在政治上保

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更好地把广大职工群众紧紧团

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这是党和国家始终坚持的根本方针。

本报讯 9月 9日，由省总工会主办的安徽省劳模宣讲

团进企业暨“跟着劳模去创新”活动走进“中国刷业之

都”——潜山市源潭镇，为产业工人树榜样、送技术，为企业

与行业协会搭平台、促合作。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胡

东辉和省委宣传部、省产业工会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了 8位全国劳模和先进典型走进企业，

为现场近百名产业工人开展宣讲、技术指导和安全教育培

训。活动也为全省 6家行业协会与数十家相关企业搭建

产用创新交流平台，积极促成省刷业商会与省物业协会、

清洗保洁协会现场签订创新发展合作协议，共谋进一步

发展。

活动号召，全省各级工会要积极动员职工群众参与群众

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支持职工群众技术创新实践，积极营

造“人人敢创新、人人会创新、人人善创新”的浓厚氛围，加

快打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素质产业工人大军，

为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活动开始前，宣讲团一行看望慰问了企业一线职工代表

并赠送书籍。 （本报记者 何雪菲）

树榜样 送技术 搭平台 促合作

省劳模宣讲团进企业暨“跟着劳模去创新”活动走进潜山

本报讯 9月 7日至 8日，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

主席、一级巡视员张文静一行先后前往蚌埠、淮南，

调研工会干部赴基层蹲点活动开展情况，召开蹲点

工作座谈会，听取两市总工会和省总机关驻两地蹲

点组的工作情况汇报。省总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参加调研。

张文静对蚌埠、淮南市总工会以及省总蹲点组突

出重点推进蹲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她

指出，全省工会干部蹲点工作要着力提高政治站位，深

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就业形态、平台

经济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维护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重要意义，从维护劳动

领域政治安全的高度完成好蹲点工作任务，最大限度

地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吸引过来、组织起来、稳固下

来。要全面落实重点工作任务，围绕全总和省总重点

工作任务要求，围绕地方党政中心工作，结合地方工会

工作实际，扎实推进蹲点工作走深走实。要持续改进

工作作风，深入基层一线，向一切可以学习的人学习，

向一切可以学习的事学习，充分挖掘基层特色亮点，做

好提炼总结，形成可以推广复制的典型经验，促进全省

工会工作全面提升。 （侯素利 贾婧）

本报讯 9月 8日，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阮

怀楼赴合肥市中小学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一线教职

工送去节日的祝福和慰问。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合肥

市教育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阮怀楼叮嘱各位教师要努力在勤勉敬业上为人师

表，在严谨治学上为人师表，在改革创新上为人师表，

在高尚品德上为人师表。

阮怀楼指出，各级教育工会是组织、引导、服务教

职工的工会组织，要围绕深化教育领域改革大局和中

心工作，主动配合有关党政部门，找准工会工作的切入

点和着力点；要紧抓加强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主线，大

力推进师德师风建设；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多为教职工办实事、解难事、做好

事，当好教职工的知心人、贴心人、娘家人。

本次活动先后实地走访了合肥市第八中学、六安

路小学翠微分校，并听取了合肥市教育局、合肥市经开

区社会发展局有关工作情况介绍。 （李瑶）

本报讯 近期，池州市各级关工委充分发挥“五

老”在知识、经验、专长、技艺等方面的优势，为助力乡

村振兴献计献策贡献力量。

日前，池州市农业农村局关工委组织“五老”农业

专家和“五老”科技报告团成员，赴贵池区殷汇镇河东

村林场和池州市特种水产开发公司走访调研、送知识、

送技艺。老专家一行，实际察看了河东林场和鳜鱼苗

种繁育基地，给他们讲了一些专业知识和注意事项，并

结合看到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意见、建议，助该村办

好村龙头企业林业和渔业。

石台县山清水秀，是人们向往的旅游区。石台县

关工委“五老”旅游专家汪传贤经常深入乡镇村办旅游

业培训班，指导青年农民办“农家乐”，助该县旅游业兴

旺发展，为乡村振兴出力。

最近，贵池区关工委定向组织农业、林业具有副高

以上专业职称的老专家“五老”报告团成员，深入有关

乡镇村办培训班，旨在培养乡村振兴人才。该区茶业、

林业老专家发挥自身特长，亲自现场指导青年农民如

何办茶场、林场，深受欢迎，成果显著。（祝志宏 和轩）

本报讯 企业诉求解决效率如何，直接关系到营商环

境的成色。滁州市企业服务中心自成立以来，在“接诉即

办”的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建立起“两个一、三步走”的企

业诉求闭环管理模式，确保企业诉求得到及时、有效办

理。截至8月底，滁州市企业服务中心共收集386件问题，

其中办结359件，继续跟进27件，办结率达93%。

一个小组抓统筹。为保障协调推进机制的有效运行，

滁州市成立了以市委书

记、市长为双组长的高规

格企业服务工作领导小

组。在该企业服务工作领

导小组中，28个职能部门

凝聚共识、60余名业务骨

干群策群力，确保诉求推

进有力、顺畅。

一个部门集诉求。过去，企业遇到困难可能不知道哪

个部门负责、怎么联系、如何办理？滁州市企业服务中心

成立伊始就专设0550-3365580全市企业服务热线，并通过

企业服务直通车平台、皖事通APP、线下座谈会等渠道，将

“触角”延伸至每一个角落。企业从“线下”到“指尖”多渠

道反馈，滁州市企业服务中心一个口子收集。

同时，滁州市企业服务中心按照“一般问题立即办、

疑难问题吹哨办”的原则，通过“三步走”层层递进的方

式形成诉求办理闭环运行机制，切实打造好“亭满意”营

商环境。

据介绍，“三步走”的第一步是精准分析：即接到诉求

后，中心第一时间提炼出企业反映诉求的症结点。第二步

是精准派单：对一般诉求，通过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安排

业务骨干实现专人对接、快速解决；对企业提出的共性诉

求或诉求涉及多部门的重难点问题启动“吹哨”机制，联动

各相关职能部门一同发力，通过下发“交办单”、召开协调

会等方式直击问题根源，商讨解决方案，有效提高解决问

题的力度和效率。第三步是精准回访：对已处理的企业诉

求及时进行回访，倾听企业对处理结果的意见，对已解决

诉求询问满意度；对未能解决诉求进行详细解释，力争取

得企业的理解。 （吴维悦 杨莹莹）

本报讯 今年以来，六安市扎实推进县级邮政监管机

构建设，随着金安区、金寨县邮政监管机构先后于今年3月
3日和 7月 17日获批成立，标志着六安市在全省率先实现

全市所有县区邮政监管机构全覆盖。

加大跟踪对接力度。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

则，积极与相关县区沟通，就机构设置、职能定位、人员选

配、办公用房等方面与编制等部门对接落实，切实增强推

进县级邮政监管机构建设的责任意识。

深化邮政体制改

革。扎实推进邮政领域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推动出台

市本级改革方案，释放

邮政行业改革红利，加

快推进邮政业“交通强

国”支撑乡村振兴发展

试点，加大与地方财政、发改、交通、烟草等部门的沟通，争

取环保等各类经费超过150万元，支持行业绿色发展。

推动关联产业融合。充分发挥市、县两级邮政监管机

构职能作用，推动快递服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支持丁

集婚纱、艾莱依、童车童床等产业发展，打造如“六安茶叶”

等更多的年出件1000万件以上、收入超过千万元的国家级

金牌项目，不断提升行业发展质效，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贡献行业力量。 （金双）

滁州市建立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
六安市率先实现邮政监管机构全覆盖

9月9日，淮北市古城路小学的学生们将心愿卡张贴到“心语新愿”展板上。为迎接教师节的到来，淮北市古城
路小学开展主题班会，学生们通过自制贺卡和张贴心愿卡等形式，表达对老师的节日祝福和感恩之情。 万善朝/摄

老师您辛苦了老师您辛苦了！！

本报讯 日前，铜陵市人大常委会组织

该市人大城建工委成员、市相关部门负责人

和省市媒体对该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情况进行了督查，发现这些企业积极采取防

治措施，整治工作全面推进。

铜陵市扎实推进中央和省环保督查问

题的整改落实，2018年长江经济带警示片

反映安徽六国化工磷石膏污染问题，引起铜

陵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并建立了重大生

态环保项目工程。日前，该市人大环保督查

组来到位于该市义安区顺安镇长龙山安徽

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磷石膏生态储存现

场，实地查看了现场作业情况，该储存场利

用该地老矿坑将磷石膏实施生态存储，在该

市人大多次督查下，该项目一期工程于

2019年11月完成存储292万吨，二期工程从

今年 3月开始实施，至 8月底已完成磷石膏

生态修复量40.5万吨，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

磷石膏 24小时填充作业，余下磷石膏 68.6
万吨预计今年 9月底完成后并开始生态复

绿。笔者在施工现场看到一派繁忙景象。

随后，督查组来到铜陵有色凤凰山福

利选矿厂，该厂位于铜陵凤凰山核心景区，

2020年省专项环保督查该厂关停取缔。铜

陵市人大环保督查组多次对该厂进行关停

督查，截至目前，该选矿厂生产设备和钢结

构大棚已全部拆除，剩下该厂主体厂房、水池等，与相关部

门协商后将于今年 9月底完成拆除工作，全部工作完成后

将于 12月开始复绿工作。 （卢振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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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药工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展示中
药炮制技艺。

当日，2021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37届全国（亳
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吸引众多客商前来洽谈选购。今年
1-7月份，全市中药流通业贸易额实现约740亿元。刘勤利/摄

本报讯 9月 6日，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

《2021中国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

正式发布。其中，在 2021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上，阜阳

市居全国第91位，较2020年提升两个位次。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全

国唯一以数字经济冠名的国家级展会。《白皮书》对全国各地

级行政区及4个直辖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潜力和特点进

行评估分析，形成2021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

百强榜综合考虑各城市GDP水平及数字经济指数值情

况，划分为一线、新一线、二线、三线四个等级。数字经济是

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

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

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此次榜单中，我省共有4个城市入选，合肥位列第14位，

属于数字经济新一线城市；芜湖、滁州、阜阳分别位列第 60、
第85、第91位，均属于数字经济三线城市。

近年来，阜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数字阜阳”建设工

作，不仅成立了高规格的“数字阜阳”建设领导小组，而且出

台了《关于加快建设“数字阜阳”的实施意见》，编制“数字阜

阳”十四五发展规划，启动城市大脑建设，大力推进5G、大数

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一数一网一云”的基础

支撑体系。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数字经济的重要驱动力。2020年，该市

实现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工业增加值8.87亿元，增速40.75%，
分别快于全省同行业和全市工业16.7和36.65个百分点，增速

居全省第6位。同时，5G新基建也在加速布局。截至7月底，

全市开通5G基站2788个，5G网络建设逐步向乡镇延伸。今

年，全市共谋划5G在工业领域应用的项目有24个，其中文胜

生物基于5G的生产过程数字化升级改造、昊源化工5G+智慧

物流、华铂科技的内网改造项目已经初步建成。界首市4个智

慧农业解决方案类项目正在进行中，颍泉区、颍上县、阜合产业

园区5G+智慧园区项目正在推进中。（朱国平 本报记者 李群）

阜阳市荣登2021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

省总领导赴蚌埠淮南
调研蹲点工作

省总领导走访慰问一线教师

池州：
“五老”积极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第第3737届全国届全国（（亳州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中药材交易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