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10月3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继续以视频方
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
章《坚定理想信念 补足精神之钙》。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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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也是引领我国工人阶级走向更加光明未来的必由之

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最根本的梦想。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

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工人阶

级能够成为始终坚持中国道路的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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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选

举产生中共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和第十一届纪律检查

委员会，通过关于十届省委报告的决议、关于省第十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后，10月31日下午在合肥胜

利闭幕。

大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

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奋勇争

先，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加快建设经济强、格局新、环境

优、活力足、百姓富的现代化美好安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安徽力量。

郑栅洁同志主持大会。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郑栅洁、王清宪、张昌尔、

程丽华、陶明伦、张西明、刘海泉、刘惠、孙云飞、虞爱华、张

韵声、丁向群、刘孝华、郭强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张宝顺、李锦斌、卢荣景、王金山、王学军、方兆祥、杨

多良等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下午2时30分，郑栅洁同志宣布大会开始。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785名，实到775名，符合规定人数。

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

票方式，选举出由 88名委员、1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安

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名单另发）；选举出由55名委员组成

的中共安徽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当选举结果宣

布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随后，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关于十届

省委报告的决议、关于省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的决议。

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郑栅洁作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

党安徽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在全体

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各项议程已全部进行完毕，就要胜利闭幕

了。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坚持集思广益，审议通过了十届省委

报告、省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委和省纪委，圆

满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大会始终洋溢着团结奋进的气氛，

体现着务实创新的精神，充满着事业必胜的信心，是一次忠诚

践行“两个维护”的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谱写新篇的大会，是

一次忠诚尽职奋勇争先的大会。

郑栅洁指出，大会确定的今后五年的发展目标、思路和

任务，全面贯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描绘了安徽未

来发展的美好蓝图，集中反映了全体代表的智慧结晶，充分

体现了全省人民的共同愿望。大会的成功召开，必将极大地

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乘势而上、乘胜而进、乘风破

浪，共同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

郑栅洁强调，幸福生活靠奋斗，美好安徽靠奋斗。走

好赶考路、奋进新征程，时间不等人！机遇不等人！发展

不等人！要增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只争朝夕的使命感、

奋斗有我的责任感，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以

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干事创业，以清单化、闭环式工作机

制抓好落实，在做到“两个维护”上见忠诚、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上敢争先、在深化改革开放上求突破、在增进人民福

祉上出实招、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勇担当，努力向党中

央、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靓丽的成绩单。

郑栅洁指出，各位代表是全省各条战线的先锋模范，

是这次大会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要充分发挥表率

作用，带头学习宣传大会精神，带头执行大会决议，带头落

实大会部署，把每一件事情干精致干极致，把每一项工作

做出色做出彩，努力在各自岗位上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

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崭新业绩。

郑栅洁最后说，梦在前方，路在脚下；天道酬勤，勤则

不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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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带领

全省各族人民，拉高标杆、扬长补短，只争朝夕、埋头苦干，

全面强化“两个坚持”、全力实现“两个更大”，努力建设经

济强、格局新、环境优、活力足、百姓富的现代化美好安徽，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安徽力量！

大会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据中安在线）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加快建设经济强格局新环境优活力足百姓富的现代化美好安徽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
郑栅洁主持大会并讲话

选举出由88名委员、1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
选举出由55名委员组成的中共安徽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通过关于十届省委报告的决议、关于省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当一个人选

择加入中国共产

党，就意味着他选

择用自己的一生

去坚守，甚至是生

命……”掷地有声

的话语在泾县新

四军史料陈列馆

久久回荡。

10 月 29日，第

五届“阅读经典好

书 争当时代工匠”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

主题阅读交流活动

暨“把一切献给党·

劳动创造幸福”全国

职工党史学习教育

读书活动泾县专场，

安徽省“弘扬工匠精

神 推动高质量发

展”新时代职工文明

实践活动在宣城市

泾县举办。省总工

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胡东辉出席活动。

宣城市政协副主席、

党组副书记、一级巡

视员、市总工会主席

张黎勇致欢迎辞。

省委宣传部等相关

领导参加。

活动开始前，

参加活动的领导会

见了8位着工装、披

绶带、佩荣誉勋章

的劳模工匠代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

候，并感谢他们长期坚守在基层一线，为

安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为了研发枪弹，他浑身上下有 200
多处炸伤，失去了左手、左眼，右腿被炸

残，仍坚持工作在第一线……”活动中，云

岭新四军修械所讲解员章霞满怀深情地

为大家上了一堂微党课《把一切献给党》，

回顾了吴运铎坚强奋斗的一生。吴运铎

作为我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他的一生与

共和国的枪炮制造史同行，他用生命践行

了对党的铮铮誓言，书写了一曲催人泪

下、激人奋进的时代赞歌。现场观众听之

无不动容。

一个人，一本书，一种魂。中国工人

出版社全国工会职工书屋配送中心主任

段婧分享了《把一切献给党》图书出版背后

不为人知的故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

表声情并茂地诵读了《把一切献给党》图书

中的精彩片段，令人热血澎湃。“把一切献

给党”，无论是在过去的战争年代，还是在

如今的和平年代，都是一个个奋力拼搏的

共产党员的心声。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宣纸研究所

副所长、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周东红，

滁州市金玉滁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全国先进工作者龚建国分别分享了自

己通过阅读改变人生的感悟和经历。“读

书使人充实，读史使人明智。阅读书籍有

助于我们拓宽视野、增长才干，阅读红色

书籍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汲取奋进力

量。”龚建国表示。

胡东辉向宣城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一级调研员张剑平传递全国职

工主题阅读活动火炬，点亮安徽职工热

爱阅读的激情和梦想。现场还向 6名劳

模代表及参会人员赠送《把一切献给党》

图书和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阅读卡。

活动中穿插着的一系列歌舞表演将

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给观众献上了

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让党的百年奋

斗征程故事深植在每个人心中。

本次活动由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

指导小组、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中国

工人出版社指导，省总工会主办，省新时

代职工文明实践中心、宣城市总工会、泾

县总工会承办。活动通过东方头条、新

华网客户端等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吸引

了50多万人次观看。

据悉，自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

程实施以来，省总工会积极响应，把职工

书屋建设作为工会“为职工办十件实事”

重要内容之一，创建省级全国职工书屋

示范点404家、省级职工书屋2136家，带

动全省工会建设各级各类职工书屋万余

家，倾力打造职工的精神文化家园。

今年以来，省总工会以职工书屋建

设和主题阅读活动为抓手，紧密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引导广大职工读经典、传承

红色基因，学党史、汲取奋进力量，增强

职工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

在泾县期间，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宣

纸文化园、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军部修械所，实地感受当地浓厚的文化

底蕴和革命氛围。

（本报记者 胡佳佳 余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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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来自我省各地的110名参赛选手齐聚合肥，参加第七届全国
陶瓷职业技能竞赛安徽赛区选拔赛暨第四届安徽省陶瓷职业技能大赛，在
陶瓷装饰、陶瓷拉坯、陶瓷雕塑、现代生活陶艺及紫砂制作4个项目中比拼
技能。 陈彬/摄

陶瓷职业技能大赛开赛

本报讯 10月27日，全国示范性劳模和

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第七评估组赴安徽天

康集团，对安徽天康集团“赵宽劳模创新工

作室”开展实地评估。

评估组一行深入到赵宽劳模创新工作

室实地查看了工作室和研发实训基地建设

情况，并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听取创新成果

汇报等方式，对创新工作室团队协作、人才

培养、示范引领等几个方面进行指导。经过

座谈交流和现场检查，评估组对赵宽劳模创

新工作室给予了高度肯定，并鼓励工作室成

员继续提高标准、再创佳绩。

赵宽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于 2015年 6
月，是以全国劳动模范赵宽为带头人，依托

集团科技协会建立的一支包括 1个省级劳

模、3个市级劳模、2个集团功勋人物及生产

科研技术骨干为成员的创新团队，共有 50
名成员，其中研究生 3人，本科生 8人，具有

高级职称 6人，中级职称 20人，初级职称 15
人。近三年来，赵宽劳模创新工作室开展的

智能仪表、特种电缆、医疗医药等项目获国

家专利授权证书 323 项，其中发明专利 32
项，4项获安徽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证书，在

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中作出了突出贡

献。特别是治疗白血病新药复方黄黛胶囊，

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之后，再获国家

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中国专利优秀奖”。

2020年 12月，工作室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

第三批“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

作室”。 （吴梦婷）

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第七评估组

评估赵宽劳模创新工作室

本报讯 10月 29日至 30日，由省总工会主办，省教科

文卫体工会、安徽医科大学附属阜阳医院承办的全省高校

附属医院、省级医院第五届青年医师临床技能竞赛在阜合

产业园举行。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阮怀楼，阜阳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李祥亮等领导出席闭幕

式。来自全省高校附属医院、省级医院 16支代表队、64名
选手参加竞赛。

阮怀楼指出，全省高校附属医院、省级医院各级工会组

织要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引领广

大职工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我国疫情防控取得的重大战

略成果作为生动教材，着力加强对广大医务职工，特别是青

年医师的思想政治引领，把准政治方向、坚定理想信念、厚

植爱国情怀，涵养高尚人格和职业操守。要充分发挥工会

组织“大学校”作用，引导广大医务职工，特别是青年医师不

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锻炼过硬本领，推动形成爱岗

敬业、争创一流的良好氛围。要认真总结本次大赛的成功

经验，充分发扬创新精神，围绕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中

心任务，满足广大青年医师素质提升的需求，建立健全劳动

竞赛机制，打造更完善的技能竞赛特色品牌。

竞赛按照标准临床竞赛设置赛道，分为站点式和赛道

式。内容以临床病案为主，包括操作项目及相关理论答题，

具体包括胸腔穿刺、腹腔穿刺、骨髓穿刺、腰椎穿刺、心包穿

刺、医学隔离防护技术、心肺复苏、胃管置入等。

经过激烈比赛，全省高校附属医院、省级医院第五届青

年医师临床技能竞赛顺利完成各项赛程。蚌埠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杜召辉获个人特等奖，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获

得团体特等奖，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医科大学

附属巢湖医院荣获团体一等奖，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等

五家医院获团体二等奖，杜召辉等16名选手获“技能操作能

手”奖。 （曹亚 本报记者 李群）

安徽省高校附属医院 省级医院

青年医师赛临床技能

本报讯 10月26日至28日，由省交通运输厅主办，省交

通综合执法监督局、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总工会承办

的全省交通运输执法人员技能大赛在滁州市成功举办。

据了解，大赛从组织发动到选拔参赛，历时三个多月，

经过层层选拔，共有来自全省交通运输系统的 19 支代表

队，57名选手参加了省级决赛。大赛围绕学习贯彻《行政

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基础法律法规以及公路执法业务

知识，科学确定理论命题范围；紧扣执法岗位业务实际，采

取现场模拟执法和文书制作等竞赛方式。赛事组织管理

有力有序、现场氛围隆重热烈，展现了交通运输执法人员

饱满的精神面貌和过硬的业务水平。经过紧张激烈地角

逐，杨海等 6位选手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滁州市交通

运输局等 6支代表队分别获得团体一、二、三等奖。

（朱攀 本报记者 魏如冰）

我省举办交通运输执法人员技能大赛

10 月 29 日上午 8 时 56 分，由合肥市重点局建设管理的
包公大道工程首联钢箱梁开始架设。这是继全线首联连
续梁顺利浇筑后的又一个关键性节点。包公大道是合肥
市“五纵七横”快速路网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承担二环
快速路东向切线功能，是实现二环主城区与肥东、新站、瑶
海各区互联互通的重要纽带。 刘创 王露/摄

包公大道首联钢箱梁架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