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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施民生暖民心 幸福生活来敲门
本报记者 朱庆磊 李东华

2020 年 8 月 18 日至 21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
调，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扎实推进民生工程 ，
出台更多援企、 减负、 稳岗、 扩就业的支持性措施， 突出做好高
校毕业生、 农民工、 退役军人、 受灾群众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 ，
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 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施政之要， 在惠民生； 民生所向， 施政所望。 两年来， 我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坚定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大力实施民生工程和暖民心行动为抓手 ，
围绕 “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 老有所养 、
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 目标， 统筹抓好就业、 社会保障、 文明创
建等各项工作， 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各项民生实事从 “规划图” 变
成 “施工图” 再变成 “实景图”， 一个个 “幸福生活来敲门 ” 的
动人故事， 汇聚成一抹浓郁且温暖的城市底色！

持续改善民生， 群众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我市持续加大投入， 大力实施民生工程和 10 项暖民心

行动，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 真正让群众
看到变化、 见到成效、 得到实惠。

打造 “三公里 ” 就业圈 ， 让群众在家门口充分就业 ； 建好
社区食堂 ， 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 “暖心饭 ”； 改造 “城中村 ”，
净化城市 “里子”， 提升城市形象； 实施文明菜市行动 ， 让菜市
场环境更整洁 、 设施更完善 ， 为群众打造幸福感满满的 “菜篮
子” ……随着民生工程和暖民心行动的稳步实施， 一件件民生实
事的落地见效， 群众绽放出一张张满意的笑脸， 映照着大家的幸
福美满新生活。

●突出稳就业， 群众饭碗端得更稳
“您好， 我想应聘热线客服 ， 想咨询一下这个岗位有什么要

求、 待遇是怎样……” 7 月 24 日， 淮南高新区举办 “就业暖民心
行动在高新” 社区 “三公里” 就业圈送岗促就业活动， 吸引大批
辖区群众进场求职。 据悉， 此次招聘会共有高新区辖区内 20 多
家企业参加， 提供各类岗位 300 余个。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我们强化就业优先导向， 2022 年大力
实施就业促进行动， 以建设 ‘三公里’ 就业圈、 ‘三公里’ 充分
就业社区为抓手 ， 促进社区居民家门口就业 ， 打造淮南 ‘三公
里’ 就业圈特色品牌。”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 我市围绕
培育 “6+1” 产业 ， 建立用工 、 求职 “两个清单 ”， 通过线上线
下招聘平台， 建立职业院校毕业生在淮就业机制和企业新型学徒
制 ， 提供个性化用工招工服务 ； 大力实施 “就业创业促进 ” 项
目 ， 针对高校毕业生 ， 迭加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 求职创业补
贴 、 就业见习补贴等政策 ， 在每年募集青年就业见习岗位 2515
个基础上 ， 开发 1500 个短期就业见习岗位 ， 鼓励和引导高校毕
业生来淮就业创业。 针对就业困难人员、 失业人员， 开发公益性
岗位 3700 个， 2022 年创新开发临时性专项岗位 2300 个， 让更多
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的美好愿望。

家政一头牵着就业， 一头牵着百姓。 “今年我市计划培训家
政服务人员 2.5 万人次， 大力支持家政企业开展员工制试点， 新
增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 4 家， 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县级覆盖率达
到 80%， 开展家政服务企业、 人员星级评定和技能竞赛， 推动家
政服务职业化专业化发展 。” 市商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告诉记者 ，
我市将大力实施放心家政行动 ， 到 2025 年将培训家政服务人员
7.5 万人次以上， 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家政服务的需求。

●情系 “夕阳红”， 老人乐享晚年生活
明亮的大厅、 可口的菜肴、 开心的笑脸……近日， 记者来到

田家庵区前锋社区老年食堂 ， 看见老人们正聚在一起边吃边聊 。
“一荤两素 10 元， 两荤两素 12 元， 真的很实惠！” 家住附近小区
的陈大爷告诉记者， 社区老年食堂环境整洁， 饭菜也可口， 在这
里吃饭省事又省心。

“老人就餐有优惠， 对 60 岁以上老人打 7 折， 70 岁老人打 6
折， 80 岁以上老人打 5 折， 90 岁以上老人免费。” 前锋社区老年
食堂负责人告诉记者， 采取企业投入＋政府补助相结合的运作模
式， 目前老年食堂已延伸至黎明和供电社区， 受到了老人们的普
遍欢迎。

小饭碗里装着大民生。 “截至 2021 年底， 我市 60 周岁以上
老人 65 万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空巢、 独居、 留守、
失能、 高龄等老年人增多， 老年人就餐问题成为群众关心的民生
实事 、 天天关注的关键小事 。 ” 市民政局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
2022 年我市计划建成老年食堂 （老年助餐点） 任务数 550 个， 其
中建成城市老年食堂 （老年助餐点） 不少于 279 个、 农村老年食
堂 （老年助餐点） 不少于 271 个， 城市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实现全
覆盖。 到 2025 年 ， 全市基本建成覆盖城乡 、 布局均衡 、 方便可
及、 多元主体参与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我市情系 “夕阳红”， 促进适度普惠，
拓宽老年人福利覆盖面， 对养老服务补贴提标扩面。 低收入养老
服务补贴覆盖面已由 70 周岁以上城市低保老年人扩大至 65 周岁
以上城乡低保老年人 ， 高龄津贴持续保持每人每年 360 元标准，
老年人幸福感大幅度增强。 2022 年 1 至 6 月， 我市共为 3.17 万名
老人发放低收入养老服务补贴 753.37 万元， 10.39 万名老年发放高
龄津贴 1478.43 万元。 同时，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通过 “政策扶持
新建一批、 资源整合落实一批、 改造扩建完善一批、 社会资金共
建一批” 的工作方式， 新建改建养老服务设施 。 今年 1 至 6 月 ，
我市共建设村级养老服务站 74 家， 建设智慧养老机构 2 家。 支持
家庭承担养老服务功能， 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和
家庭养老床位试点， 让老人在家就能享受机构专业化服务。 据悉，
2022 年全市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任务为 556 户， 目前
已完成 481 户， 完成率为 87%， 成为名副其实的暖民心工程。

●安心托幼， 呵护 “花朵” 健康成长
今年暑期， 淮南高新区三和镇弘湖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 开展了 “快乐假期” 托管服务 （暑假） 文明实践活动。 “我
们结合实际， 开展了课业辅导、 阅读、 乒乓球、 美术、 乐高、 编
程、 京剧启蒙等假期托管服务， 每周周一至周五， 每天上午、 下
午各两小时， 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弘湖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市连续实施三期学
前教育行动计划 ， 有效缓解了 “入园难 、 入园贵 ” 等问题 。 目
前 ， 全市共有幼儿园 471 所 ， 在园幼儿 100311 人 ， 学前三年毛
入园率 93.8%； 公办园在园幼儿 53520 人， 在园幼儿占比 53.2%；
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 42609 人，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95.6%。

为解决婴幼儿 “托育难 ” 、 公办园 “入园难 ” 和家长按时
“接娃难” 等急难愁盼问题， 市委、 市政府将安心托幼行动列为
十项 “暖民心行动” 之一。 解决婴幼儿 “托育难”， 计划到 2025
年， 全市总托位数达 1.77 万个， 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解决公办园 “入园难”， 计划到 2025 年， 全市新建公办幼儿园 26
所 ， 新增学位 7020 个 ， 形成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办园体系 。
解决家长按时 “接娃难”， 从 2022 年秋季学期起， 实现幼儿园延

时服务全覆盖 ； 到 2023 年春季学期 ， 努力实现有需要的幼儿全
覆盖， 家长按时 “接娃难 ” 问题基本解决 ； 到 2025 年 ， 全市幼
儿园延时服务体系基本完善， 服务质量明显提升。

建好人民城市， 打造人民满意的幸福家园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 我市坚持创建为民、 创建

惠民， 从群众最关心的民生实事抓起， 紧盯城中村改造、 背街小
巷整治、 农贸市场改造提升等民生薄弱环节， 持续优化人居环
境。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我市把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全过程 ， 聚焦民之所需 、
民之所盼、 民之所求， 着力办好人民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 、
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 不断提升群众生活获得感、 幸福感。

●改造 “城中村”， 净化城市 “里子”
“我家这个房子盖了有几十年了 ， 年久失修条件很差 ， 房间

里阴暗潮湿。 这次拆迁改造， 我在淮河新城小区选了新房， 手续
都办好了， 很快就能住上新房了， 还获得 3 万多块钱的补助， 这
要感谢棚户区改造的好政策。” 说到姚家湾的拆迁改造 ， 姚素英
老人欣慰地说。

城中村是城市的 “里子 ”。 “姚家湾片区属典型的城中村 ，
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 建筑安全、 消防安全、 社会治安等问题突
出， 整体征迁改造能有效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田家庵区姚家湾
地块征迁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介绍， 区委、 区政府将征迁改
造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 发展工程来抓， 加快改造项目
实施。 为确保公平公正， 田家庵区坚持第三方测量、 评估， 重要
事项全部张榜公示， 让群众信得过； 一把尺子量到底， 不让老实
人吃亏、 先拆人吃亏。

为确保城中村改造最大限度惠及群众， 田家庵区把安置工作
做细做实做在前， 坚持 “先安置、 后拆迁”， 赢得了群众支持响
应 。 该区积极筹集 5427 套房源用于拆迁安置 ， 其中 980 套为存
量现房 ； 4447 套为在姚家湾附近的北赵店城中村征迁地块上新
建。 目前， 北赵店安置房一期 6 月底已开工建设， 二、 三期地块
计划 8 月底前完成施工招标， 9 月份开工建设。 房型设计充分考
虑群众安置需求， 分别建设 120、 95、 70 平方米不同户型供群众
选择。

●提升菜市场， 擦亮城市 “窗口”
南城菜市场是大通中心城区主要菜市场。 以前， 这里的活禽

经营区域环境脏乱差， 成为周边居民的闹心事。 结合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 该区完成了菜市场的改造， 加强市场环境整治、 秩序管
理， 让菜市场环境有效改善。 “每天早上， 都有工作人员引导居民
有序停放车辆， 市场也定期清洗， 保持整洁卫生。” 附近居民说。

近年来， 大通区持续推动南城菜市场、 金丰易居菜市场、 九
龙岗菜市场、 上窑古镇菜市场、 洛涧市场改造升级， 全面完成活
禽售卖区域改造， 加强菜市场环境卫生、 出店出摊占道经营及周
边环境整治， 营造诚信经营、 便民惠民的市场环境。

田家庵区洞山街道军民社区原本没有标准化菜市场， 随着南
山村标准化菜市场的投用， 舒心的购物体验， 市民乐得合不拢嘴。
菜市场面积约 2000 平方米， 设置各类摊位 130 余个， 营业时间从
早 6 时到晚 8 时。 “这个菜市场离我家近， 品种多、 种类全， 而
且整洁有序、 环境很好， 购物体验也好。” 附近居民胡先生说。

小菜场， 大民生。 目前 ， 全市共有城区菜市 48 个 、 乡镇菜
市 78 个。 我市精心实施文明菜市行动 ， 改造硬件设施 ， 推动菜
市标准化； 加强卫生保洁， 推动菜市清洁化； 规范秩序管理， 推
动菜市规范化 ， 确保到 2025 年全市所有菜市达到 “干净卫生 、
清洁明亮、 管理有序” 文明菜市要求， 形成文明菜市建设和管理
的长效机制， 努力打造群众 “去得舒心、 买得放心 、 吃得安心 ”
的 “三心菜市”。

●建设停车场， 缓解群众 “停车难”
以前， 王女士前往大通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 都会提前考虑

去附近哪儿停车。 最近， 她发现附近道路新施划了机动车泊位 ，
停车变得很方便。

停车难是个民生问题。 近年来， 我市通过实施城市停车场建
设三年行动， 2019 至 2021 年已累计新增公共停车泊位 12470 个，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停车难问题。 为更好满足市民停车需要， 我市
大力实施便民停车行动， 通过扩大停车设施有效供给、 加强城市
停车设施管理 、 提升城市停车配套服务 ， 计划到 2025 年全市累
计新增城市停车泊位 8 万个以上 ， 其中公共停车泊位 1 万个以
上 ， 基本建成以新建配建停车泊位为主 、 盘活存量停车泊位为
辅、 路内停车泊位为补充的城市停车供给体系， 停车设施供给明
显增加， 停车难问题明显缓解。

●打造生态公园， 涵养城市气质
春有色、 夏有阴、 秋有香、 冬有景， 还有皖北地区最大的人

工沙滩……每逢周末， 改造提升后的中央公园成为市民和游客的
“打卡地”。

中央公园是我市水域面积最大的一座综合性公园和公共开放
绿地。 2021 年 10 月， 我市结合城市更新行动， 启动了中央公园
改造提升工程项目 ， 于 2022 年 5 月改造完成 ， 打造了淮南 “生
态城市客厅”。 据淮南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 改造提升后的中
央公园以水文化为景观特色， 环湖面水景打造了包括观景台、 阳
光大草坪、 湖光山色、 梦想沙滩、 四季花谷等景点。 其中梦想沙
滩面积约 15000 平方米， 为皖北地区最大的人工沙滩； 四季花谷
景点取义于淮南的文化符号二十四节气， 营造春有色 、 夏有阴 、

秋有香、 冬有景， 四季有花的特色景观形象。 同时， 建设了智慧
慢行系统， 将中央公园打造成为集休闲娱乐、 运动健身、 文化展
示、 生态低碳、 智慧创新于一体的新型城市中央公园。

一年四季， 无论清晨 ， 还是傍晚 ， 洞山公园总是人流如织 ，
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 市民都知道 ， 洞山公园是市
委 、 市政府的原址 。 市委 、 市政府搬迁后 ， 建成了城市生态公
园， 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这一惠民之举， 既拓展了市民
城市活动空间， 也提升了老城区的品质。 “从家步行过来只需五
六分钟， 洞山公园不仅环境好， 而且锻炼设施好， 感谢市委、 市
政府为我们老百姓办了一件实事、 好事！” 附近居民卢大爷说。

“口袋公园” 装下百姓 “小幸福”。 田家庵区舜耕镇利用广场
北路工贸学院外围墙的一片闲置空地， 打造了一个 “口袋公园”。
公园里绿地 、 步道 、 凉亭 、 照明设施等样样齐全 ， 让附近居民
“推窗见绿、 出门入园”。

城市是一个生命体 。 我市以实施城市更新攻坚行动为抓手 ，
加大城市公园、 街头游园、 口袋公园建设， 为市民打造日常休闲
健身的好去处。

民生连民心 ， 枝叶总关情 。 我市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 ，
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一件件民生实事， 一张张开心的笑
脸， 汇成了一幅幅温暖幸福的城市画卷。

淮南人民感知幸福生活， 踏歌而行！

总编办 6644750（传真） 编辑中心 6647726 （邮箱： bjzx7726@163.com） 政文部 6650919（邮箱： hnrbjzb@163.com） 经济部 6662852� 摄影部 6641375
（邮箱： hnrb-syb@163.com） 特稿部 6644975� 出版部 6656963� 新媒体中心 6648741� 广告中心 6661181� 6644624（窗口服务部 6661461） 发行中心 6615293

广告许可证： 皖淮南广字第 04号
淮南市新文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承印

零售价： 1.00元

本报地址： 淮南市洞山中路
邮编： 232001�

电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