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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皇 早 期 的“地 下 党 ”
特约撰稿 程隆嵩

程锡简,字竹轩,又字阔庭,系程体维三子,清德宗光绪二十九
年(1903 年)癸卯四月初十日 ,生于高皇寺后兴集(今高祭镇后集
村)。 其父从儒,少小多得启蒙;不幸父病早逝,由学业颇丰、执掌家
业的长兄程锡芬课读家塾。他幼学聪颖,悟性过人,加之家资充裕,
不满十二岁即送转淮西就读于寿县公学。 毕业于寿县公学的程
锡简几经辗转求学,于 1921 年考入上海上学。

这年 7 月 ,正是肩负历史使命 ,誓献身于中国民主革命和为
实现共产主义而沥胆披肝的中国共产党,由上海转嘉兴南湖结束
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宣告成立之时。 这对久有报国、报民之
志和目睹时政腐败,早已参与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
人大罢工及 1923 年郑州发起的“二七”大罢工的程锡简来说 ,无
疑是一大振奋。他激情满怀、血气方刚地走在学生运动前列,成为
投身滚滚洪流的中坚力量。

在上海大学 ,他结识了同校就读的寿县人薛卓汉 ,与同乡同
学黄天伯结为莫逆之交,三个人志同道合,亲如兄弟。

1924 年春夏之交,程锡简由瞿秋白、薛卓汉介绍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成为誓为民族解放,甘愿
抛头颅洒热血的一员,向旧世界和一切反动势力展开了长期不懈
的斗争。

这年暑假, 时年 22 岁尚未完成学业的程锡简受上海党组织
派遣,同家住黄家岗(今祁集乡黄岗村)、1923 年入党的黄天伯两
人,一道返回家乡开展工作。

一到家,他俩便一东一西,时聚时散地秘密接头,结识和组织
了不少“愿将热血荐中华”的进步人士和有志青年。

程锡简回到家,先以邀文会友,拜会和邀聚了程祥麟、程延钊
等寿县公学同学、儿时好友及地方小有交往的教师,并将自己带回
的几本北京《每日评论》、上海《新青年》、天津《觉悟》、湖南《湘江评
论》等进步刊物介绍给他们,也按长兄的意思,礼节性地拜望了地
方上颇具影响的阔佬乡绅。 他以少有的渊知博见和见解独到的坦
诚真言,吸引了不少有识之士,广交了不少教工及农民群众,同富家
子弟程荣芳、程汝瑞、程汝栅、程伯天等也很讲得来,只有那些顽固
不化的地方豪佬多投以白眼，斥之为“不成器的败家子”。

他不露身份、暗渡陈仓的举动和济贫助困、交朋聚友的耗资,
长兄锡芬看在眼里,心里明白,认为三弟是个干大事的人,便不多
阻;弟弟锡典竟成了积极的支持者,跟着跑前跑后 ;二哥锡访不言
不语,一副老实巴巴的憨厚劲。

从高皇寺到齐王庙(今架河乡王圩一带)的五十余里淮岸,程
锡简和黄天伯两人由近属到远亲 ,由至交到熟人地接触 ,伺机进
行着革命道理的宣传。 功夫不负有心人,首先在部分青年教师和
地主老财家的长工、伙计中得到回响。

经程锡简到丁家郢(今平圩镇丁郢村)二姐家多次与孙子让、
孙广贤等积极活动 ,汪庙小学教师工会暗暗成立 ,高皇小学的教
师工会也在酝酿。 他还在廖家湾大姐家结识了廖敏中、廖运周等
人,并处得十分投契。

两年里,他约同寿县公学的同学程祥麟、弟弟程锡典和晚辈
程晋科等东奔西走,并联络当地的何藕卿、卢繁鹅、程汝瑞、程伯
天、程传胪等开办失学学生补习班、讲习班和识字夜校宣传救国
救民的思想,组建了小学教师联合会 ,还参与并发动了驱逐国民
党凤台县长,迫使宁纪光下野的“驱宁运动”。 由此激发“穷人会”
(即农会)、“妇救会”、“教工联合会”等组织的迅猛发展和壮大。 受
蹂躏欺压的长工、伙计，不堪封建礼俗捆绑和凌辱的妇女、童养
媳与矢志报效国家、痛斥弊政的青年教工联合一起,罢课、罢工风
潮渐起。

1926 年夏,就读凤阳五师的卢家沟人(今平圩镇卢沟村)卢繁
鹅,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指派回到家乡。 程锡简又与卢繁鹅
约同正在创办淮上补习班的原上海大学的同学吴云、 胡萍舟等
联合发起以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减租减息为主的抗捐运动、大讲
土豪劣绅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妇女为什么被压在最底层等,
形势发展如火如荼。 党的小组在组织发展和回乡党员的带领下,
应运而生。

正当革命烽火遍燃 ,滚滚铁流锐不可当之际 ,诋毁孙中山先
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国
民党权阀,自孙中山去世后 ,就接二连三地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四一二政变”“七一五血屠”,挑起一连串反共、反人民和扼杀国
民革命军北伐的事端。 每个欲拯救中华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
党人和参加北伐进入南昌的三万多官兵无不义愤填膺,南昌起义
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1927 年 7 月, 炎炎的赤日和胸中的怒火燎烤得程锡简寝食
难安,他将工作逐项交代卢繁鹅后 ,便和廖家湾(今属田家庵区安
成镇)的廖运周匆匆上路,直奔南昌。 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后的同

年 12 月,程锡简按组织安排,同廖运周重返寿县、凤台一带,进入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开展工作。 在三十三军学兵团,程锡简率一个
连驻防寿县的正阳关, 并任学兵连副连长兼不公开的党支部书
记。 他体贴同志,关心士兵，秘密活动,暗中发展党员,不断壮大革
命队伍。

1928 年 5 月,因外购子弹准备起义的活动不慎暴露 ,学兵团
被迫解散。为保存力量,他安排身边的同志疏散后,即紧急撤离,又
回到高皇一带。

这时的高皇寺、汪家庙、齐王庙一线,经卢繁鹅、程祥麟、程际
魁和王介甫、胡之光夫妇等中共党员联手,组织活动趋向活跃,斗
争形式有声有色 ,平民夜校、穷人会均已开展活动 ,王圩(即齐王
庙)党小组也继高皇、汪庙党小组的先后成立而建立。

程锡简一到高皇,寿县中心县委即批准设置中共高皇特别小
组,并由程锡简任组长,主持高皇到泥集一带党的工作。

沿淮第一个中共特别小组的成立, 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地
方 ,党组织的发展工作积极展开 ,程祥麟、程锡典、王世美、程晋
科、程际魁、程汝现、孙子让、孙广贤、丁文山、刘耀华等成为活动
的中坚,并由程际魁等开辟淮河以南新区,伺机建立组织。

1929 年 4 月,特别小组根据斗争形势发展需要 ,组建了以程
汝现为支部书记的青年团支部, 以团支部出面组织发动青年,又
先后在汪家庙许黄岗组建中共党的小组。

5 月,高皇特别小组经中共寿县县委批准,改为特别支部;8 月
30 日凤台县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姚皋店秘密召开, 中共凤台
县委成立。 当选为县委委员的程锡简因工作需要,不久便调皖西
北开辟新区; 高皇特别支部改由程祥麟任特支书记兼农会主任;
汪家庙的党小组改为汪庙支部，辖大小孙岗、丁郢、刘巷三个小
组,另增设许岗、沟北、李桥三个小组,由孙子让任支部书记。

到 1930 年 6 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齐王庙召开，县委将
高皇特别支部改设为中共高皇区委,程祥麟任区委书记,程锡典、
程晋科、王世美为区委委员,程汉民继任青年团支部书记。区委下
设朱岗、新圩、小集、胡集、店集(即汪庙)五个党支部，朱秀卿任朱
岗支部书记，程子美任新圩兼胡集两支部书记,程汝珍任小集支
部书记,孙子让任店集支部书记，店集支部即原汪庙支部,管理范
围不变。 此时的淮河南岸,经程际魁多方活动,洛河街、九龙岗一
带的农会已开始活跃,并吸收柴秀书、柴开智、柴秀长等人入党 ,
成立了隶属高皇的党小组。

11 月 ,洛河小组改设支部 ,由柴秀书任支部书记 ,柴开智、柴
秀长为支部委员,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到姚家湾、翟家洼一带,星星
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随着反剥削、反压迫、反虐待、反歧视斗争的兴起,数十名贫
民子弟和被共产党纲领吸引的部分小康人家儿女程廷鼎、 程延
道、程际兵、孙晓峰、谢子宜、孙煦初、刘维钦、程汝瑞、程伯天等
先后成为中共党员。

1931 年初冬,店集支部改设为中共汪庙区委 ,孙子让任区委
书记，谢子宣、孙广贤、丁文山为区委委员;汪庙一带的党组织始
与高皇区委脱钩,党员发展到近 30 名。

而高皇区委的组织活动已向南延伸到舜耕山一线,尤以王小
集、半个店(即洛河街)、翟家洼见好 ,全区党员达 120 余名 ,农会
(亦称穷人会、光蛋会)、妇女协会、青年联合会、教工联合会、少共
队较普遍出现，参与活动者达 300 人之多。

1932 年夏秋之交,舍弃家庭,长年奔波在外,深得众人拥戴的
程际魁接任了中共高皇区委书记 ,程祥麟专司农会工作 ,并以其
宫小集岳父家的威望,替代程际魁巩固淮河以南地区。 这时的区
委委员是程祥麟、程子美、程汝好、柴秀书,俗称“小营长”的程际
兵任农民武装的区队长,组建了地方武装。

1934 年 5 月, 穷凶极恶的蒋介石继五次大规模围剿井冈山
工农红军之后,连续派出大批军、警、宪、特,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江

淮大地已被白色恐怖笼罩。 地处怀、寿、凤边区的高皇区委为避
其锋芒,保存力量而进行人员疏散 ,党的活动由半公开到全部转
入地下。按中心县委的指示，程际魁疏散隐蔽好活动骨干,便带着
区队的部分武装白天经商务农 ,晚上打击顽固势力 ,游弋在淮河
两岸。

到 8 月, 齐王庙的王介甫和汪家庙的孙子让与刘维钦叛党,
汪庙区委书记孙广贤、区委委员丁文山等锒铛入狱,高皇区委和
齐王庙特支的党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 时隔不久,毕业于黄埔军
校、 派任徐海特委军事委员和曾任皖北中心县委委员的程汝栅
(字铁村)被俘叛变,并一跃成为专门捕杀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安徽
省肃反专员,后与孙子让竟居于安徽剿共的“三子”(即黑子程汝
栅、牛子王进之、猴子孙子让)之列。

叛徒的出卖、刽子手的镇压、不少党的中坚分子被捕,让部分
意志不坚定者自首退党。 进入 10 月,时局更为紧张。 高皇的富家
子弟程汝瑞(字天锡)叛党投敌,也沦为剿共专员,地方的中共组织
几乎瘫痪,洛河支部也停止了活动。区委书记程际魁转入翟家洼、
大孤堆集、大寺园一带,农会主任程祥麟隐蔽在岳父宫家不出,朱
岗支部书记朱秀卿又操起看相卜卦的老行当远走他乡, 程汝现、
程延道、王开和等隐入外地,没走掉的都被迫写了“悔过书”退党。

黑云压城的大搜捕下,程际魁怒火满腔。 他怀着对党内败类
的无比憎恨,誓与程汝栅之流拼个鱼死网破。 父亲程锡趾的阻拦
和弟弟程际阁、程际台的解劝 ,他哪能听得进去 ,苇滩、野地成了
他的家。

没多久, 他很快与新四军二师罗炳辉部的游击大队取得联
系,又与寿县二区的中共组织接上关系。 从此,斗争沿舜耕山一线
展开。富绅财主称他是“恶煞星”,穷苦百姓却把他当作“活菩萨”。

这段时期党组织的活动隐入 “地下”, 整肃的重点是固内御
外,斗争的锋芒是重点警告、打击土豪劣绅和国民党的地方军政
要人,党内的武力装备进一步加强。

1937 年 3 月,由于“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度合作 ,被
捕的共产党人除原已“悔过自首”先期获释者外,余皆陆续出狱。
刚出狱的孙广贤、丁文山等回到家乡四处奔走,联系党员,开展活
动,组织很快恢复。 高皇寺的党员除朱岗支部的少数人外余皆融
入淮河以南活动。

1938 年 4 月, 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批准成立以孙广贤任
书记、丁文山任副书记的中共凤台县委 ,高皇的程祥麟 (即程汉
丞)与江良伯、许子和、王怀友同为县委委员。 高皇的朱岗支部因
党员过少而改为小组，仍由原支部书记朱秀卿任组长。

这年端午节,日军占领凤台县城,不久因兵力不足撤离,仅高
皇隔河相望的东上窑(今大通区上窑镇)、马头城(今怀远县马城
镇)尚盘踞少量的日本兵。

五六月间,由统一战线联合组成的安徽省动委会派旅越华人
陈流波到凤台县组建民众动员委员会， 设置并由陈流波任团长
的安徽省第十九工作团,高皇的中共党员程荣芳(字季青)任副团
长,中共党员廖多沂任情报部长、魏新民负责办理日常事务,动员
民众抗日的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先后成立。

1939 年 3 月,廖多沂接任中共凤台县委书记后 ,公开身份仍
是动委会情报部长。 程荣芳(字季青)也已控制了第十九工作团,
抗日宣传搞得风风火火。

待第十九工作团正式改编为二十四团后,动委会已基本成为
中共驾驭的公开抗日组织,也是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将其作
为“亲共”嫌疑彻查的组织。

1940 年 1 月，蒋介石策动“皖南事变”,李品仙跟踪而上,撤销
全省动委会及其工作团,将所有人员集中到金寨强制整顿。 名为
受训，实是监禁,不少共产党人及其同盟支持者被秘密逮捕关押,
遭到酷刑毒打或暗杀。 高皇寺的程荣芳,本是富家子弟,哪能忍受
刑问拷打和金钱地位的引诱 ,加之同乡程汝栅的说劝 ,便投靠了

有奶是娘的国民党 ,出卖了组织和同志 ,成了李品仙手下的“红
人”,一跃成为剿共专员。

到 7 月,因县委书记廖多沂贪享安乐、玩弄女人并蜕化变质
到叛党投敌，中共淮上地委及时切断与廖的关系,派陈元良任县
委书记,将县委委员程祥麟、王怀友、许子和调动隐蔽 ,并免掉江
良伯、王璞臣的县委委员之职，同时设凤台办事处于潘集,派张太
冲任主任。

9 月 ,县委在田集、太平集分别设立一区、二区 ,其中领太平
集、东店集、祁集、泥集、陶王寨五乡的二区。 区委书记谢青梓,区
委委员丁文山、王希善,区长丁文山,副区长程祥麟,农会主任王希
善,区队武装中队长卢言成，副中队长胡子美;下属五乡分别由祁
同和、胡子美、余广谟、谢铭国、周家胜、冯平、顾晓东、谢培记、李
冠群、张洪伦任乡指导员、乡长,多为由高皇党组织培养和发展的
中共党员。

这时的高皇寺,因出了程汝栅、程荣芳、程汝瑞(字天锡)三个
党的叛徒 ,尤以程汝栅亲临淮上剿共 ,中共组织被知情的“三专
员”破坏得十分严重,故转入淮河以南活动。进入淮河以南或利用
亲戚、亲属关系活动的程际魁等,开展的革命活动仍很火爆。

1941 年 4 月,日伪扫荡加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武
装视共产党为仇敌,大有彻底肃清“共党分子”之势。 当新四军四
师彭雪枫部和二师罗炳辉部奉命向津浦路东作战略转移时,高皇
一带的中共党员和地方干部没随部队转移。 在程际魁等领导下,
多数就近分散隐蔽, 部分党员骨干时聚时散地坚持地方武装斗
争。 时任三区区长的程祥麟,回到高皇老家朱岗,住了一夜便渡河
到宫小集的岳父家 ,与程际魁取得联系后 ,两人便一直坚持在舜
耕山一线开展地下斗争。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军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振奋人心的胜
利。 但不容共产党分享胜利果实的蒋介石及其顽固势力,又变本
加厉地挑起了全面内战。

中共安徽省委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九龙岗、大通、田
家庵三镇设置了工作委员会,以巩固和开辟怀远、凤阳、定远、寿
县、凤台五县的边区工作 ,并派舒城人周维成任工委书记，程际
魁、程祥麟分别任组织、宣传部长 ,由特派员赵恺兼抓武装斗争 ,
斗争围绕淮南路矿展开。

1946 年夏收之际,设公馆于田家庵经一路(回民饭店对面)的
国民党中统调查室主任、肃反专员程汝栅带着程汝坤(绰号老八)
等一帮便衣窜入王小集(今属大通区),将正在瓜地乔装捉黄萤的程
际魁抓捕,乔装搂大筢的程祥麟伺机走脱,周维成、赵恺闻讯转入
舜耕山以南。 几天里，程际兵等数十名无辜的中共党员又锒铛入
狱。

审讯时,程际魁只字不吐并以长辈自居大喊大骂。 程汝栅气
急败坏,欲将程际魁装入麻袋沉进淮河暗杀。 消息传出,激起了高
皇族人的共愤以及三坟下与大坟下的摩擦,数百人围住了程汝栅
的老家。

为平息家族内讧,国民党省参议、省党部顾问、原中将司令程
华亭（即程登嵘）出面调停,程际魁方假以越狱名义获释。 程汝栅
却也虚放乱枪,派人追了十来里做做样子。

出狱后的程际魁没有回家, 他进入翟家洼又紧张地开展活
动,组织党员和动员群众为迎接解放日夜不停。

1947 年 7 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
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转向全国范围内的大反攻已箭在弦上,沿
淮南铁路两侧,迎接解放大军南下、打击土豪劣绅的声浪一浪高
过一浪,党的组织活动渐渐公开。 叛党而沦为国民党中统调查局
专员的程汝栅、程荣芳、程汝瑞的行动日渐诡秘,回到家乡高皇已
不再那样耀武扬威。

之后,赵恺任书记的淮南特区工作委员会成立,程际魁、程祥
麟均在赵恺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程际魁先在三和(原属寿县,今属淮南市的田家庵区)到九龙岗
一带做策反和支前、联络、组织工作,后任淮南二区(即洛河区)区长。
程汉丞(程祥麟)因工作需要,进入定远、合肥、肥东、肥西一带。

全国解放后, 高皇早期的共产党员除牺牲和投敌叛变者外,
多已在本省的合肥、阜阳、蚌埠、嘉山等地工作,有的随军进入大
西南的云贵、川和大西北的宁夏、甘肃、新疆,有的留在本地。

在那烽火硝烟、乌云弥漫的艰苦岁月,高皇的共产党人前赴
后继,较早地传播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点燃了淮河岸边
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奴役、反压迫的星星之火,并唤起和团结人
民奋起抗日救国 ,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镇压 ,谱写了悲壮
雄浑的战歌,为地方和全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尚有程锡简、程晋
科、王世美等一些共产党员不畏强暴、抛头颅洒热血,为党和人民
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将永垂青史。

毗邻淮河岸的高皇,地处凤台东北、一溜十八岗的东首,是怀远、寿县、凤台三县交界边区。 这里物阜
天宝、人杰地灵,史有“收了大河湾,顾了半个天”之说。

古往今来,以高皇寺著称的高皇,有着“仓廪丰盈,富甲一方”的美誉，也有其“兵燹火焚,十室九空”的
厄运。 多遭蹂躏的岁月沧桑,及早地唤醒了这块肥田沃土上的人民。

时当“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运动席卷大地,黎明的曙光隐隐出现,旧民主主义革命行将过去,
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片蒸腾的大革命前夜,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压迫的风潮时断时续。

早在 1923 年,由返乡学生从这里点燃的革命火种,几乎燎遍今日的整个潘集地区。 历经五四运动和
辛亥革命大潮的感召、熏陶,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程锡简(亦名程西俭)、黄天伯等一群热血青年,毅然举
起了救国救民的大旗。

通 知
来喜永和豆浆店：

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请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与我单位联系，以
便于进行往来账核对。

联系电话：0554———6649877

办公地址： 淮南市田家庵区陈洞

南路 21 号金海大厦五楼

淮南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2021 年 4 月6 日

更名启事
淮 南 市 贺 疃 初 级 中 学 教 职 工 姜 明 俊 与 江 明 俊 同 属 一 人 ， 现 将 姜 明

俊更改为江明俊 。 特 此声明 。

淮南市贺疃初级中学

2021 年 4 月 8 日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21 年 4 月 1 日公司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10000 万元减
至 1000 万元，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
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30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联系方式：15755476637
联系人：王忠伟

安徽恒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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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 100周年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追寻先辈足迹

（上接一版）
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在大气污染防

治上持续发力，抓实抓细控煤、控气、控车、控尘、控
烧“五控”措施，扎实开展 “清洁城市 ”“散煤清零 ”
“清理黑烟车 ”“三清 ”专项行动 ，推进现役燃煤发
电机组超净排放改造， 实施砖瓦窑全行业提标改
造，推进工业炉窑深度治理，加强禁烧、禁燃监管，

持续提升我市大气环境质量。 在水污染防治上持
续发力 ，抓实抓细 “五治 ”措施 ，落实河湖长制 ，确
保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重
点攻坚焦岗湖国控断面水质达标，深入实施城镇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开展主城区水环境改善
工程和市政排水管网排查整治工程，推进黑臭水体
治理和入河排污口监管，保持打击非法采砂高压态

势。 在土壤污染防治上持续发力，抓实抓细“五绿”
措施，推深做实“林长制”改革，开展大规模国土绿
化行动，加快西部垃圾发电厂改扩建工程、建筑垃
圾消纳场施工建设，巩固提升固体废物排查整改成
果，深入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强自然保护地
监督管理。

（本报记者 周 玲）

（上接一版）3 月 26 日，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迅速
组织施工力量进驻，加班加点，仅用时 3 天就针对该
路段所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问题，设置减速带、限速
标志、警示牌等交通安全设施。至此，袁江路桂集镇王
圩村路段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开辟专门窗口,提供贴心服务
今年 3 月，凤台县政务中心出入境服务窗口新

开一处“老年人办证窗口”，前来办理出入境业务的
凤台居民对县公安局的这一做法称赞不已。

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负责同志介绍说：“全
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我们深入查摆自身在
服务理念上与群众期盼还存在哪些差距，想办法让基
层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我们通过与办事群众交谈了

解到，不少上了年龄的群众因为身体原因最怕排队等
候，设置了‘老年人办证窗口’，这样就可以免去长时
间排队给老年同志带来的不便”。 与此同时，出入境办
证大厅还专门开辟了特殊服务专区， 配备了老花镜、
放大镜、充电器等物品，暖心的举动让老年群众亲身
感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聚焦群众需求,上门提供援助
“太谢谢你们了！ 大老远的跑过来，给你们添麻

烦了。 ”
“大爷、大妈，您别客气，为你们服务是我们的本职

工作，这都是应该做的……”桂集司法所内，笑声朗朗。
日前， 凤台县法律援助中心接到桂集镇法律援

助工作站的反馈，该镇有位老人王某年岁已高，且有

脑梗后遗症行动不便，不宜远行，因家庭赡养纠纷想
申请法律援助，县法律援助中心了解情况后，立即派
员到桂集司法所主动为老人提供上门法律服务，解
决了老人的“心中大事”。

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既是要来一场“思维
里的革命”，又是要来一场“体系性的重塑”。 凤台县
委政法委负责同志表示，该县下一步将坚持以高度
的政治忠诚积极投身到教育整顿之中， 以坚决态
度、严实作风、有力举措确保教育整顿学习教育阶
段各项任务落地，切实做到通过队伍教育整顿实现
工作大变样，全力以公正执法司法坚守体现政法铁
军担当， 以为民执法司法实效展现教育整顿成果，
努力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以更加优异
的成绩为建党 100 周年献礼。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首次进入我国法规
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 修订后的《粮食流

通管理条例》将自 2021 年 4 月 15 日起施行，“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第一次在行政法规中得以明确
规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黄炜 8 日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说，粮食流通是连接粮食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工
作。 近几年我国每年生产粮食超过 1.3 万亿斤，
其中 70%进入流通环节，超过 9200 亿斤。 从一定
意义上说，没有有效的粮食流通，就不会有真正的
粮食安全。修订的条例按照党中央“粮食安全要实
行党政同责，‘米袋子’ 省长要负责， 书记也要负
责”的最新要求，在全面总结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做法经验的基础上， 第一次在行政法规中明确规
定省、 自治区、 直辖市应当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承担保障本行政区
域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同时，对有关职能部门粮
食流通监管职责作出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与此同时，条例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

求，取消了粮食收购资格行政许可，强化了粮食
流通事中事后的监管措施，专门建立起粮食流通
信用监管制度， 强化了监督检查的职责和手段，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粮食流通的有效监
管建构起了新的模式；系统完善了粮食流通各类
主体在政策性粮食管理、 粮食流通经营行为规
范、粮食质量安全、粮食节约和减损等方面的权
利义务规范， 细化规定了粮食流通的禁止性行
为，补上了粮食流通管理的制度短板；适应粮食
流通法律治理的新要求，按照放松管制、加强监
管的法治理念和要求，通过定额、倍数等不同罚
则的设定，全面强化对粮食流通违法违规行为的
法律责任追究，进一步提升违法成本、加大处罚
力度。

黄炜说，条例健全完善了粮食流通管理的制
度框架， 全面充实了粮食流通管理的制度内容，
是对粮食流通治理经验的全面总结，是对粮食流
通监管政策的全面反映，标志着粮食流通进入了
全面依法治理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