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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更专业 社工进社区
安徽日报记者 柏 松

3 月 5 日， 沈颂琴像往常一样来
到刘文俊老人家中， 陪老人聊聊天，
帮他打扫卫生。

沈颂琴是淮南市田家庵区新淮
街道文化社区的一名社工，入户走访
是她的日常工作。 沈颂琴介绍，每次
去走访群众， 她会收集他们的需求，
然后一一记下， 能解决的及时解决，
不能解决的及时反馈给街道、社区。

2021 年 10 月， 淮南市 7 部门联
合印发《淮南市乡镇（街道）社会工作
服务站建设实施方案》， 明确了全市
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目标任务、
建设标准、职责定位、建设方式，每个
社工站至少配备 2 名专业社工。

社工站是统筹社会服务，为社区
居民服务提供专业支持的场所。 在淮
南市毛集实验区焦岗湖镇臧巷村社
工站社工宋道娟看来， 入户走访群
众，在充分、科学的需求评估基础之
上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是社会工作的

应有之义。
在实际工作中，宋道娟和同事们

坚持用 “脚步丈量民情”“用热心服
务居民”的工作方法，赢得了群众的
好感。 小辉是臧巷村的一名留守儿
童，父母常年在江苏打工，只有爷爷
奶奶在家陪伴。 宋道娟和同事黄亚
丽、苏越走访得知情况后，便定期到
家中为其进行辅导功课， 让小辉感
受到了家人般的关爱。

据了解，目前臧巷村社工站社工
通过日常走访排查统计居民需求清
单 54 个，制定社工服务清单 68 个。

“作为‘基层服务最后一米’的服
务综合体，社工站社工像‘触角’一样
深入民众、 深入基层， 感知群众需
求 ，利用专业优势 ，对社会救助 、养
老服务、 未成年保护工作开展专业
服务。 ”淮南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该市已建成乡镇（街道）社
工站 90 个，村（社区）社工室 102 个，
社工站（室）工作人员 527 人，持证社
工 1412 人， 有效地将为民服务落到
基层，沉到一线，向群众传递党的温
暖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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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进一步强化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治理

本报讯 日前， 市委宣传部、市
委政法委、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等
十四部门联合印发《淮南市进一步加
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
作实施方案》， 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
行为，确保我市“双减”工作不断取得
新成效。

《方案》要求，坚持依法治理、疏
堵结合， 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
疏导减少学生校外培训需求；坚持问
题导向、精准治理，着力消除治理盲
区，强化治理弱项，提升治理效能；坚
持协同联动、形成合力，健全部门和
地区工作联动机制，齐心协力做好学
科类隐形变异培训治理。

《方案》 明确， 加强重点场所防
控，充分发挥社区（村）的综合管理功
能，将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

纳入街道社区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
强化重点对象防范，建立防范违规的
重点机构和个人清单，切实加强托管
机构管理，不断规范中小学在职教师
从教行为；深化家长教育引导，帮助
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统筹校内外资
源更好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根据《方案》，我市将完善多部门
联合开展的明察暗访工作机制，加强
重点排查检查， 持续开展线上巡查，
畅通监督举报渠道，从严处理违规行
为。 宣传、教体、市场监管等部门还将
把列入黑名单的校外培训机构纳入
全省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依
规实施信用惩戒。

《方案》 对十四部门职责任务进
行了分解。 目前各部门相关工作正
在开展 ， 力求通过加强防范治理 、
专项整治行动， 到 2024 年 6 月， 全
市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的
长效机制得到健全， 治理工作态势
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 吴 巍）

公安服务“温度”提升经济发展“速度”
本报通讯员 郭 晨 本报记者 吴 巍

“为公安交管部门点赞！ 让我们及时拿到了国家政
策性补贴 3000 余万元。 ”淮南公交公司负责人竖起大拇
指说道。 今年 2 月，针对该公司新购置的 650 余辆公交
车，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安排专人采取工作日延时办与周
末加班专门办相结合的方式，提供“专场加急”服务，让
该公司及汽车生产企业及时获得了国家政策性补贴，减
轻了企业负担，提升了企业效益。

这是我市公安机关创新实施服务企业 30 条措施的
一个缩影。

全市公安机关围绕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聚焦
发展所需 、企业所急 、群众所盼 ，坚持警企联系 “零距
离”、打击犯罪“零容忍”、护航发展“零懈怠”，努力以公
安服务的“温度”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

机制保障，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 将推进 30 条措施作为优

化营商环境、服务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成
立了为企服务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担
任组长，抽调专人组成工作专班。 17 个警种部门担负 30
项为企服务任务，细化制定了 110 条服务措施。 采取项

目化推进、闭环式管理方式，制定了逐项列明工作任务、
责任人及责任单位、工作标准、完成时间、奖惩措施“五
要件”工作清单。

我市公安机关还建立起 “1+N+3” 工作运行模式，
即，一个领导小组牵头抓总、协调推进，N 个警种部门分
工负责、分头行动，市、县（区）、基层派出所三级联动、层
层推进。 同时建立内部联系制度、调度会议制度、督促督
办制度、约谈制度等，制度化保障工作落实落细。

强化打击，保障企业合法权益
根据涉企案件大小、涉案金额、复杂程度，市公安局

分别确定由市、县（区）、所（队）三级公安机关“领导领办
包保”，严厉打击侵害企业利益犯罪，推进涉企违法犯罪
“快侦快办快结”。

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共破获盗窃厂矿、企事业
单位等传统侵财类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9 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15 名，追赃挽损 135.6 万余元。 打击侵犯知识产
权犯罪 8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2 人。 在侦办“高新区某
建筑技术公司电缆被盗案”中，坚持快侦快破的同时，深
度研判串并案件 10 起，循线深挖捣毁销赃窝点 4 个。 在
侦办“2.19 诈骗案”中，辗转南京、山东、滁州等地，追踪
近千里， 成功为上海企业追回价值 170 万元迈巴赫 1
辆。 依靠“快速止付”手段成功拦截并返还八公山区某商
超被骗资金 98.6 万元。 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经信局和

人民银行，上报 800 家规上企业“白名单”，保护企业账
户不被误封。

深化服务，打造一流助企环境
走出办公楼 ，迈开步子 、沉下身子 ，入企业 、进车

间……2 月份以来，市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深入 10 余家
企业，问需于企、问计于企。

市公安局建立完善网上“警企议事群”“规上企业家
和公安局长沟通直通车”机制，县区公安机关负责人每
半年至少召开一次“警企恳谈会”。 开设局长信箱、12389
受理举报投诉专线电话。 目前，共收到涉企投诉 2 起，已
办结 1 件。 市、县两级 110 报警服务台已增设“护企 110”
专席，每日对涉企警情开展“日清日结”跟盯治理。 严格
落实市、县级公安机关领导班子和派出所所长三级联动
包保企业工作机制，167 名领导干部分别包保 95 家企
业。

市公安局主动联系 11 家上市、拟上市企业，将根据
需求，协助进行风险排查，帮助办理所有公安类合规证
明等，提供“一对一”“定制化”服务；设立为企业服务专
窗 11 个，“一站式”、高效率帮助企业办理 182 笔车驾管
业务，主动对接资源管理、市场监管、税务、保险、检测站
等机构，“零材料”办理车辆免税凭证 2168 件、交强险联
网核查 3558 起。 开通绿色通道，助企办理车辆临时通行
证 3510 张、长期通行证 1843 张，且全部实现“全省通”。

万亩梨花开 人工授粉忙
3 月 15 日，寿县八公山乡洪亮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员工忙着为梨树授粉。近日，八公山乡万亩梨树、桃树陆

续开花，当地果农抢抓农时，给梨树疏花授粉。 近年来，八公山乡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葡萄、梨、桃等经济林种植，
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倪 军 本报通讯员 王明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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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是一年春光好， 植树添绿正当时。3
月 16 日上午，我市在舜耕山张家大山南坡开展义务
植树活动。市委书记任泽锋，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志
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儒江，市政协主席蔡宜骅，
市委副书记汪谦慎，市四大班子、淮南军分区领导与
机关工作人员一同挥锹植绿， 带动全市上下迅速掀
起春季全民义务植树热潮，共建绿色美好家园。

任泽锋等市领导刚来到植树点， 就立即投入到
植树活动当中。 大家三五人一组， 相互配合， 一起
挥锹铲土、 扶植树苗、 培实新土， 每道工序都一丝
不苟， 现场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 一株株挺立的树苗为舜耕山增添
了绿色气息和盎然生机。

任泽锋一边植树， 一边同干部群众交流， 了解
树苗的生长周期、 日常养护和全市造林绿化情况。
他指出， 植树造林， 功在当今， 利在千秋。 要切实
增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行动自觉， 引导全
市广大干部群众树立爱绿、 植绿、 护绿意识， 抓住
春季大好时节,积极参与植树造林， 保护生态环境，
筑好生态屏障， 厚植淮南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
他叮嘱有关部门要把好植树质量关， 管护好新植树
苗， 千方百计提高成活率， 确保种一棵活一棵、 种
一片绿一片。

据悉， 2022 年， 各县区、 各有关部门按照市
委、 市政府统一部署， 强化措施， 突出重点， 超
额完成省下达我市各项营造林年度任务。 全市共
完成人工造林 22349 亩， 占省下达任务的 127.7%；
完成省级退化林修复 14185 亩 ， 占省下达任务的
120.2%； 完成森林抚育 42494 亩， 占省下达任务的
116.4%； 完成高质量农田林网建设 344 公里， 占年
度计划任务的 129.7%； 全面完成淮河江淮运河生
态廊道营造林任务和 “四旁四边” 绿化提升任务，
创建省级森林城市 1 个、 森林城镇 2 个、 森林村庄
35 个。 2023 年， 全市造林绿化工作以淮河江淮运
河生态廊道建设、 高质量农田林网建设等工程为重
点， 计划完成人工造林 1 万亩， 目前已完成人工造
林 1.2 万亩， 占年度计划任务的 120%。

（本报记者 朱庆磊）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 近日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 《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 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全文如
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按照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坚持优化协同高效、 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的原则 ，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实现系统性 、 整体

性重构， 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保
障， 也为继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积累了宝贵经验。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提出的新任务，
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同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同构建高水平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不完全适
应， 需要在巩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果
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 对体制机制和
机构职责进行调整和完善。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 目标是
构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 、 运行高效
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党的二十
大对深化机构改革作出重要部署 ， 对
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而
深远。 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加强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 以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 ， 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适应统筹推
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要求， 适应构
建新发展格局、 (下转四版）

任泽锋在市委专题会议暨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 2023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举一反三深入整改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努力让人民群众吃得更放心吃得更健康

张志强主持会议
本报讯 3 月 16 日晚， 市委专题会

议暨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 2023 年第
一次全体会议在市政务中心召开， 市委
书记任泽锋出席会议并讲话 。 他强调 ，
要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 担当意识和责
任意识， 举一反三、 深入整改， 全面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 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
线， 努力让人民群众吃得更放心、 吃得
更健康。 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志强主持
会议。 市委常委、 市委统战部部长欧冬
林， 市委常委、 潘集区委书记宋立敏 ，

副市长陆晞、 晁友福， 市政府秘书长戴
宜斌出席会议。

会上，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
安全工作重要指示批示摘编； 传达了省
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有关批示精神； 市市
场监管局等部门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

任泽锋在讲话中指出， 各级各有关
部门一定要以最清醒的认识看待食品安
全工作， 切实增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 用最严谨的标
准、 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 最

严肃的问责， 从快从严查办相关案件 ，
毫不松懈抓好食品安全各项工作， 牢牢
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任泽锋强调， 要以最快速的行动从
严处置违法行为 ， 立行立改 、 彻查彻
改， 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效果。 要以最有
力的举措排查化解问题隐患 ， 集中力
量、 集中时间， 在全市所有食品领域组
织开展拉网式大检查， 严肃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 有力保障食品质量安全。 要以
最严谨的标准推动品牌做大做强， 加快

建设 “淮畔粮品 （淮畔良品）” 区域公共
品牌， 加大 “散小弱” 企业优化整合力
度， 健全标准体系， 壮大产业集群， 加
强营销推介， 推动农产品生产标准化 、
产品品质化、 销售品牌化。 要以最严格
的监管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紧盯种养环
节、 加工环节、 流通环节、 消费环节安
全监管 ， 加大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力度 ，
提高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水平， 严把从农
田到餐桌的每一道关口， 筑牢食品安全
防线。 （本报记者 何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