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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来自各行各
业的党员干部扎根基层，啃硬骨、涉
险滩，为民谋福，身先士卒；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一名名党员
冲锋陷阵、战斗在前，他们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初心和使命；

面对汛情，数千名党员干部第一
时间奔赴一线，迅速组建党员先锋
队、服务队、突击队，党旗在防汛救
灾第一线高高飘扬……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市委、
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担当作为，党的建设得到全面
加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坚定信念
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
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我市始终把讲政治摆在党的建设
首要位置，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筑牢信仰
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
坚强党性铸就忠诚干净担当之魂。

在思想教育上走实走深。开展主
题教育，精心组织“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并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扎
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抓紧抓实“8+2”专项整治。推进“讲
看齐见行动”“讲重作”“讲严立”“严强
转”和“三个以案”等主题教育和警示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中提升理

论武装水平。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举办市委党史学习教育读书班集中学
习研讨，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建立健全
潜心自学、集体研学、领导领学、党员互
学、典型带学、机关评学等“六学”和述
学、考学、巡学等“三项机制”。在全省率
先印发“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
方案，通过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抓实“我
为群众办实事”，推出“政法干警进网
格”、“干部走一线、专班解难题”等专项

举措，推动解决一批“急难愁盼”问题。
做实专题教育，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主线，坚持在中央及省市重
要会议召开、重要文件出台、重要活动开
展之后，第一时间开展专题教育。先后
选调领导干部810人次参加省级以上培
训，举办专题培训班773期，培训干部
130392人次，其中党政干部47180人次。

突出专题培训，在全省率先启动
到国内顶级培训机构和先发地区开展

专题培训工作，五年来先后依托国家
行政学院、浙大、复旦、上海交大等
国内顶级培训机构，举办意识形态、
三大攻坚战、首位产业、数字经济、
乡村振兴等专题研修班、培训班 53
期，培训重点领域干部4100余人次。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通过持续
不断地政治引领、思想“浸润”，全市
上下党风政风呈现新气象，党员干部
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为全市各项事业

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持。

强化力量
锻造一支担当作为的干部队伍

在“三大攻坚战”的战场上，我
市制定党员干部服务保障“三大攻坚
战”实施方案和具体操作办法。2017
年以来选配249名干部到县乡领导班
子从事脱贫攻坚工作，选拔1422名创
业能人充实到村“两委”班子，组织
1330多家机关企事业单位、1620多名
驻村干部、8.6万多名帮扶责任人开展
帮扶，推进贫困县摘帽、贫困村出列
和贫困户脱贫。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我市及时组织872名驻村干部2020年
正月初三“返岗参战”，700多名市直机
关干部下沉社区，带动组建疫情防控临
时党支部2300余个，党员先锋队6900
余支，党员先锋岗、责任区1.2万多个，
574 人在防疫一线递交入党申请书，
26.6 万余名党员自愿捐款 3042.23 万
元。启动“百家单位包企、百名干部驻
企”专项行动，全面推进复工复产。

面对汛情，2400余名机关党员干
部第一时间下沉到长江重要防汛堤
段，带动41000多名党员组建党员先锋
队、服务队、突击队3200多支，设立
党员责任岗、责任段、示范堤5400余
处。岳西包家乡党委、宿松泗洲村党
总支，刘秀芳、梁轶飞、张汉华等受
到省级表彰。提炼“单元长、联防
长”工作方法，开展“党建带群建、
合力抓创建”等活动。

……
（下转第二版）

守初心铸魂固本 担使命擎旗奋进
——全市党建工作综述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社区“微党课”提高党员党性修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项顺平 摄

本报讯 9月4日，怀宁经济开发
区与宁波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双方
就共建友好园区、共建产业转移示范
区、开展定期互访、加强人才合作等方
面签订了框架协议。今年以来，怀宁县
紧扣“挺进二十强、实现新跨越”总体目
标，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
的精神状态，真抓实干、克难苦干，全力
打造工业经济新增长极。1-7月份，规
上工业增长14.7%；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10.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8%。

提质增效产业发展。1-7月份新增
规上工业企业30家，总数达276家。53
家规上新材料及加工企业实现产值

62.33亿元，增长38.27%；43家规上装备
制造企业实现产值 37.41 亿元，增长
34.77%；96家首位产业企业产值占规上
工业总产值40.59%。以马庙纸塑产业
基地为依托，怀宁新型纸塑被认定为国
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新入库科技型
中小企业67家，新增上云企业68家，推
动永恒动力、科林新材料等16家企业实
施数字化智能化重点项目。

加速实施重大项目。该县政府研
究出台相关制度性文件，分类调度重
点基础设施、工业企业、现代服务业
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中兴河闸站枢
纽工程、育才路及西一巷改造、红星

美凯龙城市综合体等项目加快推进。
总投资50亿元的英科医疗项目，实
现省内核准项目最短时间批复、县内
重大项目最快开工建设。1-7 月份，
88个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3.25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81.28%；新增
5000万元入库项目76个，完成全年
任务的93.83%。

强力推进双招双引。怀宁县委、
县政府主要负责人每月至少外出招商
一次，县级领导班子成员每两个月至
少外出招商一次。1-7月份全县各级领
导外出招商达181人次，共上报有效招
商线索61条。聚焦“两区两中心”战

略定位，紧盯“3+1”主导产业补链、
强链、延链。今年以来全县新签约亿
元以上项目30个，总投资82.82亿元。
紧盯全域旅游，与景域驴妈妈集团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持续实施“独秀英
才”四大行动计划，共引进新材料行
业领军人才7人、高端装备业领军人才
4人、绿色食品及加工类领军人才4
人。此外，该县纵深推进“四送一
服”专项行动、“企业服务日”及“周
六大走访”等活动，并建立问题收
集、梳理、交办、反馈、满意度调查
等机制，形成闭环管理。

（通讯员 檀志扬）

加速实施重大项目 强力推进双招双引

怀宁全力打造工业经济新增长极

本报讯 “在市、区人社部门帮
助下，我们一下子新招入了100多名大
专实习生，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江
淮汽车安庆分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柯
勇竖起大拇指称赞。8月底安庆经开区
成功从江西一次性引进109名高校毕业
生，有力保障了江淮汽车的用工需求。

今年来，市人社局围绕“双招双
引”战略部署，“三措并举”持续发
力，加大技能人才招引力度，完善技
能人才培育体系，为我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1至8月，全市
新增持证技能人才9858人，其中35%

以上新引进。
鼓励多渠道招工引才。着力发挥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主渠道作用，加大
技能人才岗位的推荐力度，确保各类
求职者与企业形成精准供需对接。到
8月底，全市举办“2+N”现场招聘
会645场，为企业招工2.1万余人。针
对部分企业技能人才短缺情况，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拓宽技能人才引进渠
道，定向为环新、振宜、江淮等重点
企业引进2000余名技能型人才。

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
挥企业培训主体作用，大力开展新职

业技能培养、培训。今年以来，全市
累计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培训33438
人次，发放补贴3118万元。积极推动
园区企业深化与高校的人才智力合
作，签订校企战略合作协议，开设企
业“冠名班”“订单班”，218名学生
在振宜汽车、江淮汽车和环新集团进
行实习。不断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训载
体建设。新认定3家市级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10家市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积极开展“名师带高徒”活动。
举办安庆市汽车产业职业技能竞赛，
对 22 名选手授予“安庆市技术能

手”荣誉称号。
强化政策支撑服务企业用工。扎

实开展“稳岗留工”专项行动，深入园
区企业宣传稳岗留工政策，用真金白
银稳住技能人才队伍。为 1233家重
点企业配备了649名人社服务专员，
为10475家企业通过“免申即享”方式
兑现稳定就业补贴2596万元。同时，
强化企业用工服务保障，建立企业需
求清单和劳动力供给清单，向社会公
开发布全市516家企业用工需求信息
和近1.8万个岗位信息。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侯吉康）

前8月全市新增持证技能人才近万人
其中35%以上新引进

本报讯 记者从市水利局获悉，
近日水利部印发《关于表扬全国水利
扶贫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市水利局荣获“全国水利扶贫先进集
体”称号，全省水利系统仅有4个单位
获得表彰。

党的十八大以来，市水利局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市委
关于脱贫攻坚的重大决策部署，统筹
谋划、精心实施，扎实推进行业扶贫、
定点帮扶工作，助推脱贫目标任务如
期高质量完成。

截至2020年底，全市共实施完成
375个贫困村“八小水利”工程，改善灌
溉面积59万亩，完成投资9.1亿元。实
施了20个小流域治理工程，完成投资

0.6亿元，使贫困地区水土流失状况持
续好转。精准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解决农村饮水贫困人口
16.64万人，非贫困人口106.8万人，完成
投资9.2亿元。协调实施水电光伏项目
和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完成扶贫村
户分布式电站7614户22842千瓦、村集
中式电站129座12310千瓦，农村水电
增效扩容16座，总装机5000千瓦。

该局还对宿松县隘口乡西源、新
源、风和3个村进行定点帮扶，与75
户贫困户结对帮扶，使帮扶村产业发
展、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大
改善，确保实现了3个贫困村出列、
1655名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市水利局荣获
“全国水利扶贫先进集体”称号

9月12日一大早，岳西巍岭乡金江琴便带着自拍杆在村头拍摄美景。金江
琴2016年通过“大学生回归工程”回到家乡，家乡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让她找
到了商机。2017年她将自家闲置的房屋改造成客房，发展民宿。金江琴拍下自
家周围的美景，网上宣传推广，民宿开业当年就吸引来了两三百名游客。2020
年经营性收入达到30万元，还带动了周边多家农户发展农家乐。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吴爱华 摄

抓“双招双引” 开新局新篇

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
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
革的意见》全文如下。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
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
社会问题。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作为生

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
生态保护权责、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
护积极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手段。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进一步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
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现提
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完善生态文明领
域统筹协调机制，加快健全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分类补偿与综合补
偿统筹兼顾、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协调
推进、强化激励与硬化约束协同发力的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下转第四版）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