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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怀宁县黄墩镇农民工
程美凤通过参加该县组织的技能培
训，学到了一手蓝莓种植技术，再
加上有较好的人脉关系和管理能
力，她成为一家蓝莓种植基地的中
层管理人员，每月工资 6000 多元，
她高兴地说：“这笔收入对于像我这
样的农民工来说，已经相当不错，
这多亏了县总工会与县人社局共同
举办的技能培训啊！”

由于受疫情影响，农民工外出打
工的越来越少。为帮助广大农民工掌
握一技之长，在纾困解难中实现安稳

就业，怀宁县成立“工会送岗位，乐
业在江淮”就业援助行动领导小组，
制定怀宁县农民工就业援助行动方
案，明确目标任务、时间节点、保障
措施和责任分工，动员全县各乡镇、
县经开区工会全程参与就业，每日采
集上报企业、岗位招聘信息，每周统
计上报归集企业数、岗位数和实现稳
定就业人数，确保做到底数清、动态
明。同时坚持“培训就业结合，培训
促进就业”的指导思想，紧紧围绕县
内重点工程、重大项目、支柱企业的
用工需求，把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的

对接列为重中之重，加强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建设，为农民工免费提供政策
咨询、求职登记、就业指导、推荐技能
培训、劳动代理等“一条龙”服务。今
年以来，该县线上线下共举办招聘会
32场，其中4场线上网络直播带岗招
聘会、25场“2+N”专场招聘会、2场“送
工入企”招聘会、1 场“春风行动”
陪读人员专场招聘会，累计搜集623
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30000余个，
目前已有5000多名技能型农民工在自
家门口实现了安稳就业。

另外，怀宁县还不断完善农民工

培训政策和长效机制，摸清培训资源
底数，建立健全各种基础台账，按照

“实用、管用、够用”的原则，有针对性
地对农民工进行订单、定向、定点免费
培训，注重扩大农民工技能培训的覆
盖面和培训质量的提升，提高农民工
的就业创业技能，改变过去农民工就
业只有“单项选择”的现象，拓宽农民
工就业门路。今年以来，涉及电气焊、
食品加工、市场营销、服装加工、蓝莓
种植、汽车零部件制造等20多个专业
培训的农民工，在各自的岗位上找到
了“用武之地”。 通讯员 钱续坤

专场招聘 送工入企

怀宁纾困解难让技能型农民工安稳就业

本报讯 怀宁县牢固树立“过紧
日子”思想，多措并举落实好“过紧日
子”要求，能压尽压一般性支出，特别
是严控“三公”经费及各类行政事业运
转经费，统筹财力，优先足额保障“三
保”等重点领域支出需求。

优先保障“三保”需要，打破部门
固化利益。该县财政部门严格对照标
准，精准测算“三保”支出，按照支出先
后顺序，优先保障“三保”支出资金需

求。强化零基预算理念，打破支出结
构固化僵化格局，坚决取消不必要的
支出项目，从严控制新增支出。

能压尽压一般支出，调整优化支
出结构。该县以严控办公经费、“三
公”经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等支
出事项为抓手，压减一般性公用经费
支出；以规范展会、招商等活动为抓
手，大力压缩活动经费；以严格通用办
公资产配置管理为抓手，减少办公设

备购置支出；以推进资产共享公用为
抓手，提升资产使用效率，减少资产重
复购置；以强化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
为抓手，降低政务信息化运维费用。

严格预算约束效力，强化绩效目
标管理。该县强化预算约束力，坚决
执行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严格
控制预算追加事项。完善绩效目标管
理，筑牢绩效管理理念，实行事前、事
中、事后的全程绩效管理，强化预算绩

效管理结果应用，逐步建立起绩效评
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

今年怀宁县实际压减一般性支
出500余万元，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
目支出 400 余万元。其中“三公”经
费在年初预算控制数较上年压减的
基础上，进一步压减 70 余万元。压
减资金将统筹用于优民生、稳经济
等重点领域。

（通讯员 鲁厚杰 阮义虎）

怀宁县：

捂紧“钱袋子”过好“紧日子”

本报讯 “我上次帮你推荐的
那个工作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到
时候再帮你跟企业对接，对接好了
我再跟你联系……”为进一步做好
疫情期间稳就业工作，连日来，怀
宁县腊树镇社保所工作人员“零距
离”服务群众，主动上门提供就业
招聘信息与工作岗位，为广大返乡
群众送政策、送服务。

据介绍，腊树镇社保所不断
加强与返乡人员联络，建立台
账、统计有就业意愿人员等，为
在外务工人员提供帮助与政策宣
传。腊树镇八一村党支部书记米
娜说：“我们村积极配合镇人社积
极做好返乡人员摸排工作，通过
电话、微信群等方式进行沟通了
解情况，预备好生活物资、搜集
整理好用工信息，让他们的生活
有保障。”

为帮助村民实现就业，镇社保
所成立专班，“面对面”送岗到家、
送岗到人，对清单上的返乡人员开

展上门宣传，进行“一对一”就业岗
位推荐，帮助返乡人员再就业。“以
前，在外地打工照顾不了家里，现
在返乡以后，村里和镇里给了很大
的帮助，选择在家乡上班，待遇很
好，工作生活两不误。”腊树镇八一
村村民陈晨说。

腊树镇通过送岗位下乡的方
式，为农村劳动力搭建就业平台，
持续深化“返乡人员再就业”服务
举措，主动对接用人企业，加大就
业政策宣传力度，积极帮助返乡人
员实现高质量就业，确保各项就业
服务不打烊。腊树镇社保处所长
潘有志表示：“群众的事，再小也是
大事，针对返乡人员面临就业难
题，我们镇社保所及时摸排返乡未
就业人员的就业需求和意愿，建立
台账，同时通过与县园区企业精准
对接，第一时间获取岗位需求信
息，让返乡人员回到家乡继续有事
干、有钱赚，助力家乡发展。”

（通讯员 蔡浩）

腊树镇：

做好返乡人员再就业服务工作

本报讯 6月9日，怀宁县首
家农村电商综合商业网点在三桥
镇三桥社区建成运营。该网点由
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与三桥镇联
合打造，以服务农产品出村进
城、助力乡村振兴为宗旨，促进
县域实体经济发展。

三桥农村电商综合商业网点
采用“线上电商＋线下门店”的经

营模式，依托三级物流便捷服务，
展销三桥镇主打农副特产品紫薯、
山芋粉、咸鸭蛋等，拓宽新的销售
渠道，实现农产品上行，壮大村集
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据了解，
试运营期间，网点与双河村养鸭基
地、粮油基地合作，线上线下多渠
道销售，实现销售额20万元。

（通讯员 范星华）

怀宁县：

首家农村电商综合商业网点建成运营

本报讯 怀宁县凉亭乡通过
政府引导，广泛调动群众参与，不
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让乡村
更加美丽宜居。

在凉亭乡代店村汪塘组，村民
何男应正忙着对自家原先荒废的
老围墙拆除新建。何男应说：“这
方面也是属于自己的事情，必须把
农村面貌搞好，改善好。”

为了推进村庄环境整治，代店
村汪塘组自发组建村民理事会，推
选了今年77多岁的老党员陈开稿
担任理事长。在陈老的推动下，经
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汪塘组各家各
户纷纷以实际行动，快速推进环境
整治。“我想把家乡搞好，美化搞
好，家家户户都积极地参与，能拆
的拆掉。”陈开稿表示。

改善环境，大家受益。汪塘组
的村民放下个人利益得失，劲往一
处使，自发筹资近百万元，整治杂
乱差，前屋后栽树种草，建成了村

民文化广场，还将新建村民活动大
礼堂，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近年来，按照“立足清、聚焦
保、着力改、促进美”的原则，凉亭
乡通过政府引导，充分激发群众
整治环境的内生动力，着力解决
人居环境“脏乱差”问题，实现人
居环境干净、整洁，村容村貌明显
提升。凉亭乡乡长张凌霞说：“今
年以来，我乡计划拿出40到60万
元用于这个人居环境整治奖补，
原则上每个村至少推荐一到两个
环境整治点，乡里每对每个整治
点补助，至少是一到三万元。同
时每月对这些整治点进行一个动
态的评比，对前三名再拿出一千
到三千元进行激励，通过政府奖
补一点，群众筹一点，项目争取一
点，激发群众的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的积极性，使我们的农村环境
更加整洁，更加宜居。”

（通讯员 包俊根 何汀）

凉亭乡：

多措并举优化人居环境

近日，在怀宁县黄龙镇康宁村，成
群的白鹭在刚刚翻耕的农田里，或觅
食、栖息，或嬉戏、飞舞，构成一幅和谐
的田园生态画卷。近年来，怀宁黄龙
镇围绕“建设生态宜居黄龙”发展目
标，以乡村振兴为抓手，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
制，推动“山水林田”全要素配置组合、
综合治理，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夯实农业发展基础，促进水岸风貌持
续改善，乡村田园生态环境取得了明
显的改善。通讯员 陈锐 刘龙 摄

白鹭伴农耕

乡村田园美

本报讯 往日“冬闲田”，今现好
“丰”景。近日，怀宁县马庙镇利用“冬
闲田”种植的近万亩油菜全部收割结
束，田间地头到处是农民忙碌的身影
和喜迎丰收的笑脸。

为积极响应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
提升工程，马庙镇从去年冬季开始，积
极宣传引导农户在水稻收割完毕后，
利用冬闲农田种植油菜。

“今年的油菜长势好，你看看这成片
的25亩油菜都是我家种的。趁着天气晴
好，我得赶紧抢收抢割。今年行情好，
油菜能卖上好价钱哩！”马庙镇泥河村
农户程宜潮看着满眼的金黄喜不自胜。

农户忙夏收，农技来支援。马庙
镇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对油
菜等油料作物收割情况进行精准指
导。“自从深入实施‘两强一增’行动

以来，马庙镇加大农技服务力度，深
化‘科技特派员+’制度，全镇共引进8
名科技特派员，服务行政村覆盖率达
到100%，为农户提供田间管理技术指
导，确保油菜等农作物稳产高产。”马
庙镇农业站站长李义潮介绍说。

据了解，马庙镇继续投入联合收
割机10台，重点提升油菜等农作物薄
弱环节机械化水平，通过机械强农，提

升装备能力，深化农机农艺农信融合。
据李义潮介绍，今年油菜作物喜获

丰收，预计亩产可以达到300斤。按照
市场行情价，每亩纯收益400元，进一步
带动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下一步，该
镇将大力推广“冬油菜、早晚水稻”生态
轮作种植模式，充分利用冬闲农田，规模
化、标准化连片种植优质油菜，确保粮油
稳产高产。（通讯员 张文涛 丁浩浩）

马庙镇：

“冬闲田”尽显好“丰”景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试点工作开
展以来，怀宁县小市镇坚持高标准、严
要求，聚焦组织领导、舆论引导、督促
指导“三个强化”，统筹推进信息采集、
乡风文明评议、授信用信等工作环节，
不断开发用信场景，走出一条信用变

“金”赋能乡村振兴和基层善治的“小
市路径”，有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乡风文明进一步提升。小市镇广
泛开展“组织诚信、群众守信、村民互
信”宣传，营造了“人人争当信用户”的
浓厚氛围，信用主体对信用村建设的认
同感、荣誉感、获得感明显增强，积极对
照乡风文明评议条款自我提升，形成了
人人讲文明、共同改陋习、争相促发展
的良好局面，推动移风易俗、疫情防控、
人居环境治理等工作效能提升。

乡村治理进一步优化。小市镇在

信用村建设中建立了镇、村、组三级
包保责任体系，形成驻点镇干、包保
村干、片区“两长”引导，群众积极
参与的基层自治体系，实现治理和服
务重心下移，把自治延伸到了田间地
头、农户家中，为公益事业发展、矛
盾纠纷调解、说事评理提供有效平
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明显提升。

产业振兴进一步走实。小市镇以
党建为引领，选派金融村官、项目顾
问，将信用转化成项目、资金、技术等
生产要素，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带
动乡村产业振兴。其中禅师信用村对
接稻米加工企业，打造千亩高产水稻
种植基地，发展订单农业。毛安村农
业经营主体沃谷农业合作社获得信贷
支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走深走

实。平坦信用社区凭借良好信用吸引
安徽农科院技术专家，发展紫薯产业，
带动全县15个乡镇万余亩土地种植紫
薯，集体经济增收100余万元。

在培育文明新风尚上下功夫。小
市镇继续加大宣传，丰富信用应用场
景，选树模范标杆，让文明风尚蔚然成
风。在优化基层治理上下功夫。做好
自治、德治、法治结合文章，走好组织

“牵引”、科技“赋能”、金融“渗透”、信
用“粘接”的乡村治理新路径。在培育
产业上下功夫。推进项目孵化、信用
支撑、信贷支持联动的发展体系建设，
注入金融活水，为项目实施、产业发
展、促农增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统筹城乡一
体化发建设，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推
动基层信用体系建设融入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向着农业
强镇、文化强镇、旅游名镇不断迈进。

截至目前，小市镇共完成6301户
农户、67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8个村
集体经济组织信息采集和乡风文明评
议工作。评定信用村5个，其中3A信
用村1个、2A信用村3个、1A信用村1
个。评定信用户3230户，其中3A信用
户 224 户。66 个经营主体达 A 级以
上；建成积分信用超市1家，开发合
作信用超市2家。金融机构合计授信
1.5亿元，用信近7500万元。下一步，
小市镇将坚持把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
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推动农村信用体
系建设，引导资金、项目等要素聚集，
促进乡村建设、乡村发展、乡村治理向
纵深推进。 通讯员 胡浩 张冰

小市镇：

“信用”成为兴业富民“敲门砖”

6月7日，怀宁县高河镇陶亭社区AAA级信用户张北应在县融媒体中
心有线电视业务大厅，咨询信用户有线电视安装优惠政策。为进一步营造
人人守诚信、村村（社区）讲信用的良好氛围，怀宁县针对各信用主体，
除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外，还明确“十五项福利清单”。怀宁县融媒体中心
针对高河城区信用户免除有线电视安装服务费用。通讯员 操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