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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十三五”期间，潜山市
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量力而行、尽
力而为，将新增财力重点用于改善民
生，累计投入资金95亿元，滚动实施
52项民生工程，惠及全市人民。

五年来，潜山市共投入资金约
2.15亿元，使全市4万余城乡中小学
生享受义务教育阶段经费保障和免费
提供教科书；发放各类困难学生资助
资金和免学费8018万元；维修改造

加固校舍9.5万平方米；投入6000多
万元新建5所、改扩建3所公办幼儿
园；培训幼儿教师910人次。

“十三五”期间，该市完成技能
脱贫培训3200人次，企业新录用人
员培训10000余人次，新技工系统培
养 210 人，组织 5434 名新型职业农
民、636名退役士兵技能培训，城乡
劳动者就业素质得到提高。通过购买
服务提供公益性岗位2100个，开发
就业见习岗位4000个，为就业困难

人员提供就业托底。
为增强医疗保障能力，“十三五”期

间，潜山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
覆盖，全面统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
度，累计报销金额达17.37亿元；免费开
展婚检31137人，免费收治6922名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城乡居民卫生健康保障
水平进一步提升。同时，该市共发放最
低生活保障等各类兜底保障资金5.04
亿元，有力保障了6.1万困难群众的基本
生活，为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全面

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行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并轨，累计发放城乡居民养
老金5.6亿元，符合领取条件人员养老
金社会化发放率100%；新建城乡养老
服务三级中心（站）201个，老年人更好
安享幸福晚年。

“十三五”期间，该市完成农村旱
厕改造4.1万户，实施中小河流治理16
条，建成农村饮水工程415处，新改建

“四好农村路”3583公里，农村人居环
境显著改善。 （通讯员 储昭华）

潜山市实施民生工程 52 项
投入资金 95 亿元

破获省厅挂牌督办的重特大案件
10起，跨省、地市抓捕逃犯30余名，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50余人……这一
连串的数字，是共产党员王俊彬10年
来的骄傲。

现年33岁的共产党员王俊彬是
潜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的一名民
警。“2020年8月26日，是一个值得铭
记的日子，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向中
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而十
年前的同一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
人民警察。”王俊彬一脸自豪地说。十
年风雨兼程，王俊彬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践行着扎根基层、心系人民、情暖万
家的使命初心。

2019年 2月，警方获取一条重要
涉黑涉恶线索，源潭镇棋盘岭一带有
人利用废弃厂房、民居开设流动赌场，

每日赌资高达上百万，赌场团伙成员
高利放贷、为非作歹、称霸一方，迫使
不少参赌人员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周
边群众敢怒不敢言。王俊彬曾经是这
里的片警，为彻底铲除这颗“毒瘤”，他
主动请缨，负责办理此线索。由于该
案涉案人员反侦查意识强，加上棋盘
岭一带道路错综复杂，案件侦办举步
维艰。但王俊彬没有丝毫畏惧和懈
怠。经过十几天的秘密乔妆侦查，迅
速掌握了该赌场常用的5个窝点，绘
制了赌场所在的地形图、路线图，制定
出五套捣毁抓捕方案。2019年3月12
日，市局抽调派出所、特（巡）警70余
名警力，果断出击，一举抓获犯罪嫌疑
人26人，成功侦破该案。主犯悉数得
到法律严惩，一个盘踞数月的流动赌
博窝点被成功摧毁。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一直是社会
广泛关注的焦点，不仅关系广大农民
工的切身利益，也影响到社会和谐稳
定。2017年农历年关，潜山市局接报
警，该市某公司自2015年5月份以来
未按时支付余从宽等133名农民工劳
动报酬，共计40余万元。经了解，犯
罪嫌疑人凌某、俞某共同投资经营这
家公司，从事香菇、木耳等食用菌、园
林苗木种植，先后雇用当地村民组133
名农民为公司做工。后因凌某、俞某
两人经营不善，无力支付农民工工资，
二人选择跑路，致使余从宽等 133名
农民工40多万的工资无从着落。受
害人多为当地山区的农民，其中还包
括三十几名贫困户，他们都等着这笔

“血汗钱”回家过年。看着他们急迫的
眼神，王俊彬暗下决心，一定要帮他们

讨回这笔钱。经过细致研判，终于获
取凌某、俞某位置线索，王俊彬立即赶
赴浙江宁波落地排查。经过多日斗智
斗勇，终于在浙江宁波一租住公寓内
将两人成功抓获。腊月二十九下午，
王俊彬第一时间协助人社部门将40
余万元拖欠款发放到他们手中，当工
人们拿到自己辛苦一年的工钱时，热
泪盈眶，不停地说着“谢谢”。

从警十载，王俊彬不忘初心，担当
作为，帮助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因工
作成绩突出，他多次被评为“安庆市治
安系统先进个人”、“潜山市优秀公务
员”、“优秀共产党员”；2016-2018年度
连续被潜山市公安局评为“办案能
手”；2018年被评为全省公安机关“优
秀人民警察”，荣立三等功一次。

通讯员 黄坤 朱礼普

高 擎 旗 帜 筑 警 魂 践 行 训 词 勤 为 民
——记潜山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党员民警王俊彬

本报讯 近年来，潜山市围绕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
河湖管护总体目标，以“八个强化”
纵深推进河湖长制。2020年，该市
河长办获评长江经济带全面推行
河（湖）长制先进单位。

该市多次召开市级总河长会
议，强化组织领导，研究部署河湖
长制重点工作，先后印发河湖长制
工作任务清单、工作要点及河湖

“五清四乱”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压
实各级各单位责任。2020年以来，
该市总河长、市级河长带头开展巡
河，强化头雁效应，并就巡河发现
问题开出“河长督查问题清单”予
以交办，全年总河长、市级河长巡
河达 87 次，发现并解决问题 20
个。该市将城乡水体保洁全面纳
入城乡环境保洁中，强化全面管
控，以形成保洁长效机制；常态化
开展“五清”行动，主要河湖及国有

水工程管理实行全覆盖。成立检
察院驻市河长办检察官工作室，强
化“河长制+”机制，积极开展“河
长+检察长”、“河湖长+警长”巡河
活动，2020年共受理涉水公益诉讼
案件线索8件、立案8件。强化幸
福河湖，深入推进河流、水库、塘坝
等六个方面幸福河湖建设，完成省
级示范河湖建设，成功创建安庆市
级幸福河湖80处。该市对河湖现
场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不定期开
展督查，并将河湖长制工作纳入综
合目标考核管理，强化督查考
核。强化执法监管，该市2020年以
来累计打击“蚂蚁搬家”式盗采河
砂行为200余次，开展渔业执法活
动 1514 次，处罚渔业违法行为 27
起。强化氛围营造，开展河湖管理
专题讲座，组织“我与幸福河湖”有
奖征稿活动，印发一封信、明白卡2
万余份。 （通讯员 朱礼普）

“八个强化”深入推进河湖长制

本报讯 “目前，我们企业
在全面生产，而且订单很多，还
要多招人，这样才能扩大生产。
所以我们每场招聘会基本上都会
来参加，每次都能招一部分人，
效果挺好的。”安徽甬安雨具有限
公司办公室主任刘俊彬说。

今年以来，潜山市一手抓就
业创业民生工程政策宣讲，一手
抓“2+N”现场招聘会，服务群众
高质量就业，助推经济高质量发
展。累计举办招聘会23场，累计
发布就业岗位34192个次，服务招

聘企业564个次。
“我是通过人力资源公司推荐

到自助餐厅上班的，通过政策宣
讲，了解到符合民生工程公益性
岗位的要求，现在企业帮我买了
社保，政府每月还给我300元的补
贴。”通过招聘会，脱贫户储彩霞
实现稳定就业。

据统计，潜山市2020年以来
共开发公益性岗位301个，安置就
业困难人员159人，发放补助合计
132.51万元。

（通讯员 余智鑫 潘艺）

34192个就业岗位惠企利民促发展

本报讯 为充分运用潜山本
地红色资源，持续推进全市党史
学习教育。近日，潜山市挖掘整
理一批本地党史素材，主要包括
本地发生的重大党史事件、涌现
的重要党史人物，以及本地遗存
的革命旧址、革命遗迹、革命文
物的故事等。

潜山市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潜山是
全省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党的活动
较早的地区；土地革命时期，潜
山是安徽省重要的红色区域中

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三年游击战争中，潜山
是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的核心区域
之一；解放战争时期，皖西工委
进驻潜山，潜山成为皖西革命斗
争的领导中枢。通过挖掘整理，
仅潜山市红色故事就收录有《革
命良驹程千里》《“新四军母亲”
陈桂珍》 等 47 篇，共 57000 多
字。下一步，该市将把红色故事
融入宣讲素材，全面加强广大党
员的爱党爱国教育。

（通讯员 卢育杰）

潜山市挖掘整理本地党史素材潜山是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是安徽乃至大别山区重要的
红色之源。今年以来特别是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该市强化组织领导，
注重因地制宜，聚焦群众难题，推动
学习教育热起来、“红源潜山”活起
来、为民服务实起来，党史学习教育
彰显力度、提升锐度、传递温度。

高位推动 学习教育热起来

该市建立高规格党史学习教育组
织体系，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
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

新春上班伊始，潜山市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新春第一课专题学习中共党
史，强调要在挖掘、传承、弘扬潜山红
色资源上再下真功，充分用好红色资
源，讲好红色故事。3月上旬，该市召
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迅速掀
起党史学习教育高潮。各级党组织负
责同志以上率下，带头开展学习宣讲
研讨，带动学习教育走向深入；举办全
市党史学习教育科级干部进修班；党
员干部纷纷通过专题学习培训、“三会
一课”、党日活动、实地学习等方式深

入学习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全面了解
本地红色事迹、红色故事、革命英烈。

“通过这次系统的党史学习，不
仅加深了我们对党史的了解，更让我
们一次次被先烈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所
感染。这必将进一步激励党员干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干事创业。”在该市党史学习教育
科干进修班研讨会上，进修班学员、
潜山市直工委副书记江善海说到。

因地制宜“红源潜山”活起来

位于潜山北部山区的官庄镇是著
名的“红色之乡”，这里诞生了潜山第
一任党组织负责人、中共潜山特支书
记余大化，曾是中共皖西工委、皖西人
民自卫军、中共桐潜县委所在地。如
今，这里已发展为中国美丽田园、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今年3月，以“红色
官庄·孝义之乡”为主题的第六届文化
旅游节在这里开幕，吸引周边群众纷
纷来此瞻仰革命遗址。

“这里不仅风光秀美，还有很多
革命遗址和感人的红色故事，让我们
对革命先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看了
后很受触动。”清明假期来此观光的

很多游客纷纷这样表示。“以节促
学、以红促游”成为官庄镇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和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方式。

为充分发挥“红源潜山”资源优
势、品牌优势，潜山市注重用活红色
资源，不断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
该市把实施“红源潜山”保护利用作
为头号实事工程，紧锣密鼓推进红源
潜山革命历史陈列展建设；加快建设
水吼镇革命事迹陈列馆；全力打造包
括石河区农会旧址等在内的红色旅游
路线，用心讲好红色故事，聚力发展
红色旅游。并且该市各地也均将红色
资源、红色文化遗址、红色故事作为

“四宜”特色村镇打造的重要元素。
如今，一个个红色故事成为广为传诵
的生动教材，一处处红色地标成为喜
闻乐见的现场课堂。

聚焦难题 为民服务实起来

潜山市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
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
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扎实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学习教
育成效集聚起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的强大动力。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是该市广大群
众的共同心愿。该市持续深化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启动志愿服务月活动，
来自各行各业的309个服务团队、7.5
万名志愿者用爱心、用真情、用实际
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展现新时代风
貌。4月9日，该市启动城区停车秩
序专项整治行动，多部门联合亮剑，
靶向群众深恶痛绝的“停车难”、“停
车乱”问题；经开区机关各支部以及
非公企业党组织40余名党员联合开
展“学党史 亮身份 作表率”环境
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

为加快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该市农业农
村部门抢抓农耕关键节点，组织200
余名农技员送科技下乡，安排农技专
家深入瓜蒌基地实地指导传授种植技
术；人社部门发挥“宣讲+招聘”双
引擎作用，帮助163名群众实现就近
就地就业；源潭镇推深做实“四送一
服”，千方百计壮大“草根经济”，保
障企业开足马力；天柱山镇成功签约

“一村美宿”高端民宿项目，丰富天
柱山全域旅游内涵，以民宿经济助推
乡村振兴。

通讯员 朱礼普 高云方

传承红色基因 用活红色资源

“红源潜山”集聚富民强市动力

本报讯 4月10日，在潜山市
梅城镇风凰山上，一个个采茶姑
娘挎着竹篮，手指翻飞，一片片
新嫩的芽头被采摘下来。随后，
茶草被送到制茶车间，茶叶加工
全过程自动化控制，流水线作
业，从鲜叶到成品清洁化加工，
提升了茶叶品质和档次。

近年来，潜山市牢牢守住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将茶
产业作为本市的生态产业、特
色优势产业、脱贫主导产业、

乡村振兴产业来重点打造，不
断扩规模、提效益、创品牌。
抓好基地，着力提升标准化生
产水平；强化龙头，以深加工
提升产业品质；靓化品牌，广
泛扩展市场销售；加大投入，
强化扶持支持；加强监管，注
重引导服务。到目前，全市茶
叶种植面积达 12.2 万亩，年产值
达 5 亿元，茶叶已经成为农民增
收致富的“黄金叶”。

（程院法 朱礼普）

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目前正是春种的好
时节，潜山市余井镇抢抓春耕备
耕有利时机，抢农时、备农资、
强服务、抓培训，全力以赴做好
全镇春季农田适时播种。截至目
前，该镇储备 5.7 万公斤优质水
稻、蔬菜良种和 3200 余吨复合
肥、尿素、钾肥，发放农耕宣传
折页500余份。

余井镇属丘陵地貌，水稻种
植面积近8万亩。3月中旬以来，
该镇农技站组织安排业务骨干下

沉一线对镇内13家农资销售商店
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督查，签订
农资经营承诺书，发放农业宣传
材料；邀请技术人员对58家农产
品生产企业、合作社负责人、种
植大户等进行集中培训，签订农
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该镇农技
站还将有关农业政策，农资品
种、栽培技术等信息及时转发朋
友圈、微信群，进一步扩大经营
主体知晓率，保障春耕生产顺利
有序。 （通讯员 余叶茂）

余井镇全力备春耕

4 月 4 日-10 日是安徽省第 40 个爱
鸟周，天柱山世界地质公园联合有关
单位组成宣传科普志愿小组，通过鸟
类专家实地讲解、发放鸟类图册、爱
鸟护鸟签名等方式开展科普宣传活动。

天柱山管委会、森林公安和当地居
民长期坚持护鸟行动，打击捕杀鸟类等
不法行为，鸟类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据
统计，天柱山现有鸟类26科百余种。

通讯员 聂玲慧 朱礼普 摄

“爱鸟周”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