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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杨才兵（身份证：34012119661114701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权

证编号：340121105215060011J）遗失，声明作废

周明选（身份证：340121195411025519）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权

证编号：340121104006110039J）遗失，声明作废

合肥宝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安徽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编号：0046189560一张）遗失，声明作废

孙子龙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3406394444遗失，声明作废

今年以来，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坚持以
党建统揽全局，立足“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
建促发展”工作思路，持续强化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不断压实党建责任，夯实党建基础，发
挥党建引领，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经营同频共
振、融合发展，通过“党建+”模式推动全行实现
更高质量发展。

“党建+政治站位”，压实党建主体责任

坚持把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摆在首
位，把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谋划、部署、检查，
不断强化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将加强
党的领导写入公司章程，在制度层面为党组织
发挥领导和政治核心作用提供保障。同时，加
强组织建设，经上级党委批准，从党支部升格设
立党总支，下设三个党支部，为党建工作创造更
大的平台。强化考核监督，逐级签订党风廉政
责任书，将党员干部的品德、作风等全部纳入考
评范围，作为衡量干部的一项重要指标。

“党建+队伍建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正
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原则，积极培养和
选拔优秀青年员工，在干部任用上更突出对政
治素养的考察；把强化政治理论学习作为提高
党员干部队伍综合素养，促进作风效能不断提
升的重要手段，在全行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推进“两学一做”主题教
育制度化常态化开展，丰富载体，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学习教育活动，促进全员牢固树立“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运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乡
村振兴、践行普惠金融。

“党建+金融服务”，提升服务实体质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安徽长丰科源村镇
银行主动践行地方金融机构的责任与担当，以
党建引领金融服务，认真落实纾困措施，用好惠
企政策，全面助力县域企业复工复产，让党旗在
复工复产一线高高飘扬。

为确保快速精准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该行及时出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项政策，创
新产品，研发推出“抗疫贷”、“疫护贷”等信贷产
品，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原则，开辟信贷
审批绿色通道，实施“容缺”办理，坚持不抽贷、
不断贷、不压贷，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专项
金融服务方案，通过新增授信、调整还款方式、
贷款利率等措施，全力为企业复工复产“输
血”。截至目前，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已累计
为辖内135家企业授信复工复产资金102850万
元。

“党建+企业文化”，彰显科源责任担当

坚持以党建引领、传播、升华企业文化，在

全体党员中开展“亮身份、作承诺、当先锋、树形
象”活动，设立党员先锋岗，要求全体党员亮出
身份，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总支
牵头，党团联动，组织开展“党建+”公益志愿活
动，积极践行社会责任。2月2日，向长丰县红十
字会定向捐赠 20万元，用于抗疫一线采购防疫
物资；在行内发布倡议书，动员员工参与“抗击疫

情 金融青年在行动”公益捐款活动，组织党员缴
纳特殊党费；主动对接所在地乡镇、社区、村委，
捐赠生活物资和防疫用品；深入辖内社区开展志
愿服务，协助社区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动员
广大干部员工撸袖展臂，义务献血助抗疫。上
半年，累计公益捐款 25万余元，捐献各类物资
价值近 5万元，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农业企业销

售滞销大米、草莓等农产品3万余元。
未来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将进一步强化

全面担当，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进一步推动从严治党落地落实，推动党建工作
全面加强、全面进步，为开创“长风破浪 丰富多
彩”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组稿：邹璇 周方玉 汪国徽

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

凝心聚力 抓实党建践初心

组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会 开展党支部党员警示教育学习

走进社区慰问疫情一线防控人员 助力疫情防控，义务献血 七一慰问困难老党员

6月 24日上午，在下塘镇李岗村高粱地
上空，两架植保无人机正在对 1000 余亩的
高粱苗区进行飞防作业。飞防现场，在技
术员的遥控指挥下，植保无人机在红高粱
地上空灵活的来回穿梭，进行施药作业，雾
化后的药物均匀地铺洒在高粱上，整个过程
快捷高效。

据一航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姚志勇介绍，
用植保无人机进行作业，用时比较短，方便快
捷，比人工喷洒均匀度要高，降低农户成本。

“李岗村外出人员较多，留下不少多余空
闲土地。”李岗村党总支部书记、主任王从报
表示，为了状大村集体经济，发挥土地最大利
用价值，我们把闲置土地整治出来，种植了

1000多亩的红高粱。
近年来，我县施药方式逐步从传统的粗

放施药向机械化、智能化精准施药转变。“现
在有了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只需站在地头
就能遥控操作飞机喷药，避免了对农作物的
践 踏 损 失 及 药 物 对 人 体的危害。”姚志勇
说。 （县融媒体记者 李瑞）

无人机飞防植保 智能化精准施药

吴山镇楼西村、薛店村于 2014年被评为建
档立卡贫困村。随着各级财政资金的投入，基
础设施、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升等各类扶贫项
目的建设完工，楼西村和薛店村村集体收入逐
步达标、村民生活明显提高，均于 2016年底实
现贫困村出列。

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村
集体光伏电站收益发挥了不小的“功力”。吴山
镇两个贫困村共建有 244 千瓦的村级光伏电
站，其中楼西村 154千瓦、薛店村 90千瓦，分别
可实现年收益约16万元和9万元。光伏收益通
过开发公益性岗位、奖励贫困户产业发展和困
难贫困人口分红等方式带动贫困户实现直接增
收。

光伏收益开发公益性岗位，带动贫困户就
业。2020年，吴山镇村集体光伏电站收益开发
公益性岗位23个，主要包括光伏电站运维管护
员、村集体资产监管员、保洁员、护林员等，月工

资 300-600 元不等，实现年人均增收约 6000
元。开发秸秆禁烧、人居环境治理等临时公益
性岗位 35个，按照用工天数发放工资，实现年
人均增收约1500元。

光伏收益奖励特色产业发展，激发贫困户
发展动力。今年，吴山镇利用光伏收益约1.2万
元，为 40户贫困户购买奶油南瓜种苗，作为对
2019年本户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取得较好成果
的奖励，有效激发了贫困户持续、稳定发展特色
产业的动力。

光伏收益用于困难贫困人口分红，促进
贫困户直接增收。对于部分因重病、重残、
年龄大而无法通过就业和发展产业增加家
庭收入的贫困人口，通过村两委会议研究、
村民代表大会评议，按照其不同的困难程度
进行分红，2019 年共实现 41 人的困难贫困人
口直接分红，人均受益400-1000元不等。

（通讯员 陶红艳）

吴山镇：光伏扶贫“照亮”增收致富路

为保障乡村公路安全畅通，助力复工复
产和农业生产稳定，近日，朱巷镇对辖区内公
路进行了全方位的安全隐患排查、整修、管理
和养护，力争打造出一条条致富路、民心路，
营造出一道道风景线、安全线。

积极排查隐患点。由镇路管牵头，对镇
内各个路段开展了交通安全隐患排查登记和
汇总。全镇共排查路口 108 处，隐患主要集
中在新（老）合水路、张义路朱巷至义井段、
张义路庞孤堆至羊荒路，庞合路等五个主要
路段。

及时施策整改。针对排查出来的隐患，
逐一制定整改方案，共安装减速带 910米，爆
闪灯 52套，标示标牌 56套，警示桩 8套，凹凸
镜 1个，波形护栏 600米，最大限度上消除了
安全隐患，进一步保障辖区内道路交通安
全；对于道路路肩被开荒破坏的路段，及时
进行路肩回填，共回填路肩土 1200 土方，使
道路更加宽阔畅通，提高了会车车辆、较宽
车辆的通行安全，也为道路绿化奠定了基
础；对影响交通安全和道路美观的杂树进
行了砍伐清理，对伸到路面上空的树枝进

行了修剪，使驾驶人员的视野不被遮挡，行
车更加安全。

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政
治站位，进一步将责任落实到人，明确各村党
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强化责任担当，确保
农村道路管护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不断提
升农村公路管养水平和安全通行能力。

下一步，朱巷镇将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乡村
公路常态化养护管理机制，全力打造“四好”
农村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良好的交通保障。（通讯员 李艳）

朱巷镇：排查安全隐患 畅通乡村道路

今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六稳”“六保”政策，
县人社局始终以稳就业、保民生为抓手，始终把
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念好“讲、做、助”三字
诀，切实推进各项稳就业政策“落地生根”，助力
企业突破发展困局。

深入宣“讲”政策保民生。县人社部门深
入落实“四送一服”工作，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开
展稳就业相关政策的宣讲活动。为 200 余家
企业细致解读了当前就业形势、用工和保民
生政策；大力宣传了小微企业增岗及社保补
贴、公益性岗位等援企稳岗政策，引导更多小
微企业吸纳劳动者就业，支持引导企业招用
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贫困劳动者等重
点群体，宣讲期间累计发放政策宣传材料千
余份。

全力“做”好服务稳就业。今年2月份开始，
根据全县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县人社部门先后
组织了多批、多人次“人社专管员”来到包联企
业，为企业学好、用好稳就业政策提供一对一的
实地指导帮扶。同时，结合疫情防控以及“最多

跑一次”工作要求，县人社部门实现了业务咨
询、指导及办理的全程线上操作，全力做好企业
申报服务工作，为特殊时期企业的业务办理提
供了便利和安全保障。

全速“助”力复工促发展。县人社部门一方
面简化了企业的申报手续，逐步取消了以往传
统纸质材料申报的方式，通过系统联网核查全
速提升了业务办理节奏。另一方面借助数据共
享机制，严格审核企业申报资格，确保就业补助
资金不错发、不漏发、不多发，做到了应补尽补，
应助尽助。依托县人社部门的稳就业帮扶举
措，能够有效的缓解县内企业用工、参保的资金
难题，企业复工复产情绪高涨。

稳就业政策出台以来，县人社部门累计已
完成拨付小微企业增岗及社保补贴90多万元，
促进高校毕业生、贫困劳动者等群体近 900人
实现稳定就业。此外，县人社部门已向市里申
报企业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2000多万元，为企
业复工复产驶入快车道“加满油”。

（融媒记者 杜刚 通讯员 贺威）

长丰县：念好“三字诀”为企发展“加满油”

声明作废
仇保佳，2002年 9月 1日 12时 22分出生，性别，女，出生证编号：

K340270836，父亲姓名：仇多铭，身份证：34012119730103101X，母

亲姓名：陈娟，身份证：340121198308041007，因信息有误，现声明

作废

孔鸿瑜 340121200107210027（二代证）

钱久梅 34012119730925914X（二代证）

李久方（身份证：340121195006051019）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权

证编号：340121200214010006J）遗失，声明作废

曹恒雨（身份证：340121195212117015）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权

证编号：340121105215060007J）遗失，声明作废

陈良俊（身份证：340121197106247018）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权

证编号：340121105215060017J）遗失，声明作废

陈良伍（身份证：340121196904117037）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权

证编号：340121105215060006J）遗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