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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总结会议召开
李大松刘居胜马士平汪世福等出席凤台分会场会议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岳荣） 1月13日，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会议召
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行。市政协副主席、县委书记李大松，县长刘居胜，县政协主席马士
平，县委副书记汪世福等领导及县直有关单位、各乡镇负责同志在凤台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书面通报了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三个以案”警示教育开展情况。
会议强调，牢牢把握根本遵循，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全面

总结成效和经验，巩固深化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突出抓好重点任务，永远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不移增
强斗争精神，知重负重苦干实干不断开创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坚定不移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
育，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淮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关怀·关注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岳
荣） 1月14日，省妇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王希锦率省妇联
有关人员一行来凤开展“送温
暖”活动，为我县尚塘镇“两
癌”患病妇女、“三八”红旗
手送来“娘家人”的关怀。市
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萍，副
县长李萍及市县有关单位负责
人等陪同。

王希锦一行首先来到尚塘
镇两癌患病妇女宋兰家，详细
了解她的家庭状况；鼓励她要
树立生活的信心，坚强面对生
活，勇于克服困难；表示妇联
作为党联系妇女的桥梁和纽
带，会竭尽所能帮助她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并祝她新春
快乐。

随后，王希锦一行看望了
尚塘镇三八红旗手孙多梅。王
希锦说，“三八红旗手”都是
杰出女性，她们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用自
身的奋斗生动诠释了初心和使
命，是人民的楷模、广大妇女
的骄傲。王希锦希望孙多梅再
接再厉，继续为凤台县的农业
事业增光添彩。

慰问中，王希锦要求市县
妇联加大贫困妇女和三八红旗
手的走访慰问力度，通过开展
走访慰问活动，努力取得慰问
一人、温暖一户、带动一片的
效果，让广大妇女们温暖过
冬、祥和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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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市场供应
强化安全保障

李大松主持召开调度会，提出具体要求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明勇） 1 月 15 日，市

政协副主席、县委书记李大松在县委常委会议室主持
召开春节期间稳定市场供应、安全保障等工作调度
会。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苏国宇，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蒋青松，县政协副主席、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刘
涛出席会议。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李大松强调，春节是居民集中消费时期，市场供
应和安全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市场
监管等部门要加强市场检查，确保春节期间不发生食
品安全事故。住建、交通、供电、供水、供气等部门
要对全县春节期间群众生产生活、春运、安全生产和
应急处突、应急值守等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要着
力抓好重点行业和领域、重大危险源的安全隐患排
查，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要完善各类应急预
案，加强节日值班，保障信息畅通，确保及时处置各
类突发事件。要做好欠薪保资工作，严厉打击拖欠民
工工资的行为。要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应急处理工
作，全面落实责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要
切实倡导出行文明、祥和过节，持续抓好禁燃工作，
开展立村规、树新风、治陋习活动。要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保障人民群众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李大松刘居胜带队慰问淮南军分区和武警淮南支队官兵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明勇） 1月15日，市政协副

主席、县委书记李大松，县长刘居胜，县委副书记汪世福，
县委常委、县人武部长黄清奇，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苏国
宇，副县长李传峰及县委办、县政府办、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负责人，带着全县人民的深情厚意，慰问淮南军分区及武警
淮南支队官兵，为广大官兵送去慰问金和节日的祝福。市委

常委、淮南军分区政委项金宏，淮南军分区副司令员许峰代
表广大官兵对我县的慰问表示感谢。

李大松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感谢淮南军分区和
武警淮南支队长期以来对凤台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和武装工
作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继续发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
统，进一步做好军民共建工作，加快凤台经济社会发展；希

望军分区和武警官兵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凤台的工作，为
全面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凤台提供强大支持。

项金宏代表军分区全体官兵对凤台县委、县政府和全县
人民心系国防、拥军爱军表示感谢，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凤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凤台县2020年老干部形势通报会召开
李大松出席并讲话 刘居胜主持 马士平等出席 汪世福宣读慰问信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岳荣 朱红颖） 1月15日，凤
台县2020年老干部形势通报会在县委老干部局会议室召开。
市政协副主席、县委书记李大松出席会议并讲话。县长刘居
胜主持会议。县领导马士平、王林森、叶宜声、苏国宇出席
会议。县委副书记汪世福宣读《致全县离退休干部春节慰问
信》。部分县处级离退休老干部参加会议。

李大松首先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离退休老干部及其
亲属致以新春的祝福和良好的祝愿，并就去年我县党的建
设、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作了详细的通报。他指出，过去的一

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攻坚克难，锐意进取，
扎实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

李大松强调，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确保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我县将聚焦高质量发展，加快高水平开放，坚持
高标准要求，持之以恒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基层
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李大松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老干部工作，
政治上多尊重、思想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不断提高服
务保障水平。

刘居胜指出，县域发展离不开广大老干部、老同志的无
私奉献；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离岗不离心，一如既往地
发挥政治优势，当好“宣传员”；发挥智力优势，当好“参议
员”；发挥阅历优势，当好“监督员”；发挥特长优势，当好

“辅导员”；发挥经验优势，当好“调解员”，继续支持凤台的
各项工作，为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凤台再作新贡献。

节前慰问送祝福 关怀关爱暖人心
李大松刘居胜马士平汪世福等开展走访慰问活动，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明勇 岳荣 李娟 朱红
颖） 1月15日，市政协副主席、县委书记李大松，县长刘
居胜，县政协主席马士平，县委副书记汪世福等领导分别率
队，对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和老干部遗属等进行走访慰问，为
他们送去慰问金、慰问品，并致以节日的问候。

市政协副主席、县委书记李大松，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叶宜声，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苏国宇一行先后慰问了
离退休老干部曹治国、赵光勋、马万光。每到一户，李大松
都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倾听他们对
县委县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感谢老干部们长期以来对县
委、县政府工作的关心、支持，以及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所
作出的贡献。希望老干部们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一如既往
地关心和支持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为推动我县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发挥余热。

县长刘居胜，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林森，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蒋青松一行先后走进缪纯新、李树义
等离退休老干部家中，为他们送上慰问品、慰问金。刘居胜
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曾经为我县的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老领导、老干部们虽然离退休了，但
一直关心支持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我们要从政治上尊重老干
部、思想上关心老干部、生活上照顾老干部，努力让广大老
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县政协主席马士平一行先后来到老干部乔云林、胡仰泽
（遗属） 等家中，认真听取他们对全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向老干部及其家属拜早年；希望老干部们一如既往地支持关
心我县的工作，为凤台发展发挥余热。

县委副书记汪世福，县委常委、副县长金芳勇一行先后
来到老红军王怀友 （遗属）、老干部陈欣南 （遗属） 及退休
干部李勇等家中进行走访慰问，希望他们为县委、县政府的
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明勇） 1月15日，市政协

副主席、县委书记李大松带队走访慰问县人武部官兵，为他
们送去慰问金及新春祝福。县委常委、县人武部长黄清奇，
县人武部政委何灏代表全体官兵感谢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和
慰问。

李大松表示，在过去的一年来，县人武部围绕中心工
作、服务发展大局，在改革、建设、发展等方面充分发挥主
力军作用，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县委、县
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人武部工作，希望人武部继续发挥主力
军作用，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县委副书记汪世福，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叶宜声，县委
常委、县委办主任苏国宇参加慰问。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明勇） 1月15日，市政协
副主席、县委书记李大松，县委副书记汪世福，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叶宜声，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苏国宇一行在县直
有关部门负责人陪同下深入城关镇，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劳
模、困难党员、低保户、退管干部、残疾人、百岁老人及军
烈属等表示新春慰问和祝福，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

李大松一行先后慰问了劳模郎金兰、困难党员缪宝安、
低保户高登云、退管干部吕文辉、残疾人王雅娜、百岁老人
桂店英及军烈属童敬广等。每到一处，李大松都详细了解他
们的生产生活和家庭收入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克服困
难，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慰问中，李大松强调，要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时刻把贫困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
深入一线走访困难群众，及时了解他们生产生活需要，积极
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同时，要进一
步激发困难群众的内生动力，鼓励他们坚定信心，通过勤奋
的劳动改善贫困现状，确保每户困难群众都过一个欢乐、祥
和的新春佳节。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岳荣） 1月15日，县长刘居
胜，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林森，副县长李传峰

一行来到刘集镇走访慰问贫困老党员、低保残疾户、留守儿
童、军烈属等，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

每到一处，刘居胜等都与被慰问对象亲切交谈，了解其
生产生活和身体状况；嘱咐他们在冬天要保重身体，鼓励他
们积极发展生产，摆脱现在的困境，早日过上幸福生活。

慰问中，刘居胜要求相关部门和乡镇要带着责任、带着
感情，为困难群众、老党员、军烈属等解难题、办实事，把
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要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
难，确保他们衣食无忧，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过上一个欢
乐、祥和、幸福的春节。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岳荣） 1月15日，县长刘居
胜，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林森，副县长李传峰
一行，来到县武警中队看望慰问全体官兵，为官兵们送去慰
问金和节日的祝福。

慰问中，刘居胜说，过去一年，武警中队广大官兵认真履
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为凤台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作出了贡
献；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和不怕苦、不怕累的精
神，恪尽职守，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常开胜） 1月15日，县政协
主席马士平深入丁集镇慰问贫困户，送去节日的问候和新春
的祝福。丁集镇主要负责人陪同。

马士平首先来到信圩村贫困户信立同家，详细了解其家
庭情况和身体状况，得知信立同老伴和孩子智障，母亲80
多岁需要照顾，没有增收能力，亲手送上慰问金和大米、面
粉、食用油等慰问品，马士平鼓励他坚定生活的信心，相信
有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低保户信国
玉身体残疾，女儿在天津上大学，家庭比较困难。马士平希
望他克服眼前的困难，把女儿培养好，用知识改变命运，创
造美好生活，

随后，马士平还慰问了信圩村贫困户蔡井云，张巷村贫
困户张继福、李桂平、李传周。

县政协举行离退休
老干部迎新春茶话会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李娟 朱红颖） 1 月 14
日，县政协举行离退休老干部迎新春茶话会。县政协
主席马士平，副主席李振锋、李纯海、李林、闪电
厂、刘涛，县政协秘书长周巍参加会议。

会上，马士平代表县政协向老干部们致以节日的
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就近期县政协各项工作开展情况
向与会的老干部作了通报。

老干部们在茶话会上亲切交谈、畅叙情谊，共同
回顾了近年来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对凤台下一步
的发展和县政协工作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并纷纷表
示，将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为凤台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图为市政协副主席、县委书记李大松一行慰问城关镇困难群众 图为县长刘居胜与老干部关切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