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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吴传贤）近年来，淮南市田家庵区脱贫

攻坚工作以习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中央扶贫政策和省、市上级部署要求，以目标为

导向，坚持精准扶贫、脱贫基本方略，认真推进脱贫攻坚责

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使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取得决

定性进展。

田家庵区脱贫攻坚工作涉及曹庵镇、史院乡2个乡镇

20个行政村。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村2个（史院乡尹祠

村、涧坝村）、贫困人口1661户2289人。经贫困人口自然

增减和动态调整，截至目前，全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54

户 2034 人。2014~2019 年，全区累计投入各级专项扶贫

资金 3799.15 万元，目前 2 个贫困村均已出列、有 1313 户

2181 人脱贫，未脱贫人口 4 户 14 人，全区贫困发生率由

4.25%降至 0.026%。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

2512.73元增加到10479元，年均增幅33%。

强化政治担当，深入推进脱贫攻坚责任落实。全面落

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切实强化党的领导，实行区、乡、村三

级书记抓扶贫的工作格局，落实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

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形成上下贯通、责

任到底、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20名县级干部、20个区直

部门定点帮扶有扶贫开发任务的村，510名领导干部结对

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1054户，保持有扶贫开发任务的20

个驻村工作队稳定，实现帮扶工作全覆盖。

聚焦精准方略，深入推进脱贫攻坚政策落实。加大专

项扶贫资金投入，2016年以来，全区累计投入各级专项扶

贫资金3799.15万元。发展“四带一自”产业扶贫，建设光

伏扶贫电站总装机3254千瓦、实现资产收益446户，建设

产业扶贫基地 6 个 414.94 亩、由 5 家新型经营主体带动

622户发展产业脱贫，自主发展特色种养产业脱贫667户。

通过“一自三合”模式，发放扶贫小额信贷287户1435

万元。推广“四业一岗”就业扶贫，帮扶有劳动能力贫困人

口就业 311 人次。改造贫困户 C 级危房 13 户、维修房屋

113 户、接通自来水管网入户 233 户，贫困户改厕 347 户。

全面落实健康医疗、教育资助、低保五保综合性社会保障、

贫困户农业用水减免生活用电补助等扶贫政策。全区建

档立卡贫困户户均落实帮扶政策8项以上。

坚持目标导向，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落实。完成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 72 个，

落实整改措施 258 个，开展三级书记遍访贫困对象推进

乡村振兴行动。2019 年，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 2

个贫困村完成遍访，分别调研贫困户 116 户、108 户，区

乡村三级均对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完成遍访。开展精准

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政策落实、工作推进、资金使

用、项目管理、脱贫成效等 8 个方面大排查，及时纠正整

改各类问题 206 个。加强国办信息系统、档案资料、扶贫

手册规范化建设，建立贫困对象常态化动态管理机制。

建立全覆盖培训机制，2019 年开展扶贫政策业务培训

10 次 704 人次。

目前，田家庵区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有关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部署精神，深入推进“抗疫情、补短板、促

政坚”专项行动，以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任务，确保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脱贫攻坚“三落实”确保扶贫脱贫高质量
淮南市田家庵区脱贫攻坚工作综述

星报讯（记者 祁琳）5 月 21 日下午，安徽省

贯彻落实中央“六稳”“六保”部署要求系列新闻发

布会（第四场）召开。记者获悉，今年1~4月，全省

实现进出口 221.6 亿美元、增长 3.3%，高于全国

10.8 个百分点，进出口额提升到全国第 12 位、中

部第 1 位；全省实际使用外资 60 亿美元（含再投

资、留存收益等到资），同比增长2.6%；实际对外投

资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3%。

据悉，目前，安徽省开放型经济在常态化疫情防

控大背景止跌回升、由负转正，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

均水平。1~4月，安徽省已与223个国家和地区有贸

易往来，其中，对“一带一路”贸易好于整体，实现进

出口52亿美元，增长5.3%；同时。今年1~4月，我省

出口防疫物资4.1亿美元，同比增长2.8倍，其中4月

份，全省出口防疫物资3亿美元、同比增长8.4倍。

据介绍，今年一季度，全省实现跨境电商交易

额 2.4 亿美元、增长 14.3%。目前将加快合肥跨境

电商综试区发展，推动我省新获批的跨境电商综

试区和进口试点城市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业务。我

省推进跨境电商重点项目建设，争取天猫国际、菜

鸟物流等重点在谈项目早日落地，支持现有跨境

电商重点企业和平台做大做强，加大对海外仓建

设和租赁的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扩大跨境电商进

出口规模。

今年前四月，安徽实现进出口221.6亿美元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昨日省生态环境厅举

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落实情况。记者从会上获悉，党中央、国务院

目前已对我省开展了两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通过不懈努力，截至 4 月底，第一轮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的144个问题已完成整改124个，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的 68 个问题已完

成整改35个，其余正在全力推进。

转办的信访件已分别完成 3673 件和 2458

件，完成率分别达到99%、97%。在经济社会发展

稳中有进的同时，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019年多项指标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今年一季

度，污染防治攻坚战各项任务持续推进，大气和水

环境质量稳定改善。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的重要延伸和补充。”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罗

宏介绍说，我省是全国范围内最早开展省级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的省份之一，2015 年，省委省政府

制定了《安徽省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2018

年我省对合肥等 8 市开展了第二轮省级督察。

2019 年 9 月至 12 月，又分两批对淮北、阜阳、淮

南、蚌埠、滁州、宣城、黄山、六安 8 市开展了省级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第二

轮省级督察全覆盖。

我省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合肥今举办高校毕业生直播招聘会
星报讯（张奋翔 高曼 程佳 记者 祝亮）为促进高校毕

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5月22日，合肥市人社局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管理中心将联合安徽巢湖经开区人社局举办

2020 年合肥市高校毕业生网络直播招聘会（安徽巢湖经

开区专场）。

活动当天，安徽中显智能机器人、北大未名（合肥）

生物制药、安徽澳新食品、合肥贝禹电子等 8 家重点企业

将提供模具工装设计员、复合材料工艺工程师、人事专

员、程序工程师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 180 余个，

需求主要集中在生物制药、机械制造、电气自动化、网络

营销等专业。

我省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稳中有降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据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价格监测局价格监测，本周，我省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稳中

有降。监测的 32 种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与上周（5 月 14

日）相比，12涨15降5平；与上月底相比，13涨19降。

其中，猪肉价格小

幅下降。5 月 21 日，猪

肉（全瘦肉、后座统货、

肋条肉）全省零售均价

每 500 克分别为 27.89

元 、21.98 元 、23.34

元。同时，蔬菜价格总

体略降。

变更公告
因工作变动，经学校理事

会研究决定，合肥时代教育培训
学校校长由阮怀伟（身份证号
340103197709132516），变更为何清
华（身份证号340603196906080631）。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2日

5 月 20 日，淮南市寿县大顺镇举办以“助力脱贫攻

坚”为主题的首届小满文化艺术节。旨在搭文化台，唱扶

贫戏，动员各企业和商会奉献并传递爱心，筹集特困家庭

资助资金，进一步加强社会帮扶，携手助推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 □ 张昌涛 王和春 记者 吴传贤

据新华每日电讯（姜刚 吴慧珺） 初夏的“皖

北粮仓”，金色的麦田与天际线连成一片，微风拂

过，麦田荡起金色波浪。种粮大户冯辉的心也随

着这麦浪舒展荡漾。

夏收在即，与其他粮农操心小麦好不好卖不

同，安徽省涡阳县种粮大户冯辉的 500 亩小麦早

在5个月前就预售一空。

冯辉的小麦“长”在一张特殊的电子地图上。

这张地图名为安徽省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分布图。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官网，点开这张地图，全省麦

区的小麦产地、品种、规模等生产信息一目了然，

强筋麦、弱筋麦都能按图找到。冯辉的小麦就是

在这张图上，被一家企业“索”到后签订协议，并加

价预购的。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调整优化粮食（小麦）结

构，安徽省近年来加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

度，推动通用小麦生产向优质专用小麦生产转型，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助农增收。

“我们推出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分布图，展示了

全省 307 个单品种集中连片万亩以上的种植单

元，总种植面积 646.65 万亩。”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种植业管理局局长张韪说，用麦企业可点击查阅

小麦生产等信息，根据需求按图索“麦”。

10多年前，冯辉便开始流转土地种粮。那时，

小麦品种很多，摸不清哪些品种优质高产，他就混

合着种，思量着总能碰到好的。结果一年忙到头，

种出来的麦子卖不上好价钱，遭遇丰收的“烦恼”。

如今，冯辉的麦子在地图上一眼就能看到，企

业可以随时预购。一张小小的小麦种植地图，让

冯辉成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受益者，也让

企业找到了优质粮源，生产出更多满足消费者需

求的多样化产品。

□ 中央媒体看安徽 按图索“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