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月 4日上午，我市召开
公安工作会议。 市委书记黄晓武在会
上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 按照全省公安工作会议部署和
全市公安工作的总体要求， 坚持政治
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
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
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中
国碳谷·绿金淮北建设创造安全稳定
的政治社会环境。

市领导戴启远、钱界殊、李加玉、
章银发参加会议。

黄晓武指出，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准确把握公安

工作面临形势， 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
公安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 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 是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根本遵
循。 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 认真总结我市
公安工作的成绩和经验， 切实认清我
市公安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树牢底
线思维， 着力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
观，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努力掌
握斗争主动权。

黄晓武强调， 要全面履行新时代
公安工作职责使命， 坚决维护国家政
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奋力开创新
时代全市公安工作新局面。 充分发扬
斗争精神，强化斗争意识，培养造就既
有敢于斗争精神、 又有善于斗争本领

的公安队伍， 以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
场重大风险挑战。坚决捍卫政治安全，
始终把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
度安全放在第一位， 着力贯彻落实总
体国家安全观。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控
制源头，抓好整治，重点管控，创新机
制， 营造充满生机活力又安定有序的
社会环境。切实保障人民安宁，持续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保持打击犯罪
凌厉攻势， 加快完善立体化信息化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淮北。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严
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顺应群众要
求和期待，传播公安工作正能量。

黄晓武要求， 要始终坚持党对公
安工作的绝对领导， 着力锻造新时代
公安铁军，确保“刀把子”始终牢牢掌

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坚定正确政治方
向，永葆绝对忠诚本色。走好改革强警
之路，不断提升整体效能。推进全面从
严治警，努力打造公安铁军。始终坚持
从优待警，切实给予特殊关爱，以优异
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钱界殊主
持会议并要求各级各部门聚焦会议精
神贯彻、聚焦重点任务、聚焦合力攻坚
抓好落实， 全面提升全市公安工作水
平，为我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提供坚强保障。

会议书面传达全国、 全省公安工
作会议主要精神。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章银发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公安
工作报告。 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黄晓武在全市公安工作会议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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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4日上午，市政协召
开十届二十三次主席会议。 市政协主
席谌伟主持会议。 市政协副主席钱丹
婴、王莉莉、张保成、朱先明、刘添才，
秘书长陈新华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 2019 年全省市县
（市、区）政协主席学习研讨班培训情
况。 会议要求，认真传达学习省政协
领导培训期间讲话精神，深入开展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
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宣讲，持续强
化理论武装； 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协助筹备好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着力
推动我市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
展； 积极开展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进一步加大活动宣传
力度，讲好淮北故事的“政协篇”。

会议在审议《市政协十届一次会
议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回头看”实施
方案》时指出，要推进提案办理工作
创新发展，提高提案办理工作质量和
实效，通过提案办理“回头看”推动问
题解决，促进相关工作开展。 会议要
求，要按照实施方案抓好工作落实。

会议听取了市政协“界别主题活
动月”活动开展情况的汇报，认为活
动部署有力、推动有序、组织有效，取
得显著成效。 会议强调，要及时总结
好“界别主题活动月”工作经验，建立
完善长效机制，扩大界别活动的影响
和成效，助推我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
展。

会议还原则通过市政协部分专
委会工作职责方案。

市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委室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市政协召开
十届二十三次主席会议

本报讯 9月 4日上午，共青团淮
北市委十二届一次全会召开。 市委副
书记李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团市委
常委、书记和副书记，沈慧星当选为
共青团淮北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书记。

李明代表市委对大会的圆满召开
和团市委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当选表示
祝贺，向全市广大团员青年、青少年工
作者和团干部致以亲切问候。他指出，
共青团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 希望团市委新一届领导班子
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 更加昂扬的斗志、 更加务实的作
风，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勇于创造，奋

力开创全市共青团工作新局面。
李明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在深

化思想认识中把握正确方向。各级团组
织要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牢牢把
握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正确方向，切实
发挥党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要突
出实干担当，在团结带领广大青年推动
改革发展实践中书写青春篇章。抢抓机
遇，勇于创新，在引领凝聚青年、深化改
革攻坚、 建强基层基础等方面持续发
力，推动团的事业取得新发展。 要坚持
从严要求，在加强自身建设中当好青年
表率。 切实发挥“头雁”作用，不断加强
自身建设，维护团结、勤学笃行、实干担
当、修身正己，努力建设成为充满活力、
示范表率的坚强集体，团结带领广大青
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积极贡献。

共青团淮北市委
十二届一次全会召开

今年以来， 安徽淮北市坚持以党
建为引领， 以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为动
力，积极盘活用好全市金融资源，创新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的突出 1 个定
位、2 个贯穿始终、 建立 3 项机制的
“123”工作法，探索一条推动农村经济
发展、促进基层治理、助力乡村振兴的
新路子。

为更好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该
市注重从谋篇布局、顶层设计入手，市
委书记提出 “将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
工作放在基层社会治理、 全市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大局来定位”，多次主持召
开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先后 20余次
深入基层实地调研。2019年 8月，在多
轮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基础上，市委组
织部、市银保监分局、市地方金融监管
局等 4家单位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党
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方案》， 细化 9
个实施步骤， 明确市县镇部门工作职
责，切实强化制度保障。

为推动《方案》真正落细落实，该
市抢抓 “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
市”机遇，第一时间构建由市委市政府
领导、组织部门抓总、相关部门和金融
机构紧密配合的工作机制， 在扎实做
好省级试点的基础上，以点带面、循序
渐进、逐步推开。 截至目前，全市 85%
的镇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
累计授信 9000万元，用信 734.5万元。

该市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信用村
建设始终， 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始终走在前、干在前。广泛开展宣传
宣讲和信息采集活动，镇村党组织、党

员利用人缘地缘优势， 走村入户宣传
相关政策， 主动带领涉农银行工作人
员甄别、采集农户信用信息。 同时，成
立由镇村干部、老党员、村理事会成员
组成的信用等级评议小组， 将农户在
脱贫攻坚等 6项重点工作表现作为测
评依据，设置“非常支持、支持、不支
持、非常不支持”5个等次，为基层确定
统一的评价“标尺”，确保真实准确、公
平公正， 先后有 21277农户信息被成
功采集，3 个获评信用村被 “整村授
信”。

坚持把抓结合、 树典型贯穿信用
村建设始终，该市打出一套“组合拳”，
着眼助推基层有效治理， 将个人和家
庭信用情况作为村干部人选资格条
件、发展党员、评先评优的重要参考，
激发基层群众重视信用、培育信用。同
时， 将信用村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培育农村经营主体等工作相结合，
建立组织部门与涉农银行定期联系沟
通机制，鼓励“因村制宜、因户制宜”创

新金融服务产品，有效破解村集体“借
贷难”困境，先后创新开发“芳香贷”
“粮贸贷”“葡萄贷”“石榴贷”等金融产
品， 累计对 8个村级集体经济项目授
信 880万元。

该市注重上下配合、协调联动，突
出建立“共商、共建、共享”机制，推动
信用村建设常态长效。 建立事务共商
机制，建立由组织、农业、金融等 16个
部门为成员单位的联席会议制度，一
周一调度、一月一例会，先后解决各类
困难 200多个， 服务农户 3000多人。
建立政银共建机制， 联合市地方金融
监管局、 银行等成立政银共建工作协
调小组， 签订共建协议， 定期交流项
目、信息，及时监测资金使用情况。 建
立数据共享机制，按照“1+N+1”模式，
建立由市数据资源局牵头、 多家部门
参与、“科大讯飞” 提供技术支持等数
据共享机制，共 765类、5.23亿条数据
与信用村建设所需数据实现互联互
通，变“单打独斗”为“握指成拳”。

安徽淮北：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

“123”工作法助力乡村振兴

9月3日，城管工作人员带领学

生利用实物卡片进行“为垃圾找家”

的游戏。

当日，市古城路小学邀请城管部

门工作人员来校开展“开学第一课”

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城管工作人员

向学生详细讲解为什么要进行垃圾分

类、垃圾分哪几类等知识，让学生从小

树立环保意识，带动身边的家人和朋

友在日常生活中做好垃圾分类，形成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

一个社区”的良好氛围。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通讯员 王心杰

开学第一课
学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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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詹岩

荩荩荩详见第3版

■记者 陈洪

本报讯 据市统计局消息，1至 7
月份，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
增长 20.2%，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5个
百分点， 较去年同期提高 9.7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 8位。

分产业看，我市新能源汽车（零
部件）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34.3%，生物

产业增长 32.1%，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增长 22%，新材料产业增长 21.9%，新
能源产业增长 20.5%， 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增长 17.2%， 节能环保产业增
长 6.3%。 分县区看，濉溪县战略性新
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14.7%， 相山区
同比增长 53% ， 杜集区同比增长
19.9%，烈山区同比增长 94.9%，市高
新区同比增长 23.4%。

前 7个月
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快

■记者 吴永生

本报讯 9月 4日上午，共青团淮
北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淮北矿业
会议中心闭幕。

大会选举产生了 33 名委员、16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共青团淮北市第
十二届委员会，通过了《共青团淮北
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十一届委
员会报告的决议》。

大会充分肯定了共青团淮北市
第十一届委员会的工作，同意报告提
出的今后五年全市共青团工作的主
要任务。

大会要求，全市各级团组织要按
照市委和团省委的工作部署， 聚焦

“根本任务、中心工作、有效需求、关
键环节、从严治团”等方面，在有效引
领青年上实现新提升，在主动服务大
局上作出新贡献，在促进青年发展上
展现新作为，在深化改革攻坚上取得
新进展，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展现新气
象，持续打造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更加突出的淮北共青团，当好新时代
党的忠实助手和忠诚后备军。

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团组织和广
大青年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在市委和团省委的坚强领
导下，紧抓机遇、改革创新，凝心聚
力、攻坚克难，为建设中国碳谷·绿金
淮北谱写出更加绚烂的青春华章。

共青团淮北市
第十二次团代会闭幕

■记者 仲金金

■记者黄顺

■通讯员 淮组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