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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选手们要潜心刻苦训练，顽强奋斗拼搏，不断
提升综合素质和技术水平，争取在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
中夺取辉煌成绩

◎市有关部门和高校要积极开展教学模式改革，为
推进黄山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培养结构优化、布局合理、适
应产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疫情期间有关就业
创业、援企稳岗等惠企惠民政策，积极服务企业用工需
求，指导企业规范用工，努力化疫情之危为创新之机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在“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代表党中央，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和各条战线的广大妇女同胞表示诚挚
的慰问，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同胞致以
节日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广大女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
奋战，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展现了
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广大
党员干部、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
区工作人员、新闻工作者、志愿者等中
的妇女同胞们忠诚履职、顽强拼搏，做
了大量艰苦工作，用实际行动为疫情防
控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大家坚

定必胜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做好科学
防护，持续健康投入战胜疫情斗争。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
心关爱疫情防控第一线和各条战线的
妇女同胞，大力宣传防疫抗疫一线的巾
帼典型，激励和支持亿万妇女为打赢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贡献
智慧和力量。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和各条战线的广大妇女同胞
表示诚挚的慰问 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

本报讯 记者祁俊报道 3 月 7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勇专题调研
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看望慰
问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安徽省备战
选手等。副市长毕普民，市政府秘书
长汪德宝等参加。

孙勇首先来到世界技能大赛园
艺、油漆与装饰项目中国集训基地，

看望慰问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安徽
省备战选手、指导专家和教练团队成
员等，实地调研集训备战工作，勉励
选手们增强信心、团结合作，努力登
上国际技能竞技舞台，勇攀世界技能
高峰。

孙勇指出，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
“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

代表各领域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水
平，也是充分展示我市职业培训和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的重要国
际舞台。我市历史上能工巧匠人才
辈出，希望年轻选手们努力传承“徽
匠”精神，珍惜集训和参赛的机会，
树立坚定信心，潜心刻苦训练，顽强
奋斗拼搏，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技
术水平，争取在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
赛中夺取辉煌成绩。市有关部门和
高校要以筹备和参与世界技能大赛
为重要契机，进一步深入市场调研，
瞄准市场变化，贴近企业需求，积极
开展教学模式改革，引导科学的课
程目标制定，教育广大青年崇尚技
能、学习技能、热爱技能，努力传承
弘扬徽州传统技艺，为推进黄山经
济社会发展加快培养结构优化、布
局合理、适应产业需求的高素质技
能人才队伍。

在皖南旅游人才市场暨黄山市
人力资源市场，孙勇实地察看了就

业创业、信息化招聘平台、信息化仲
裁庭、人事考试信息化工作，详细了
解 当 前 疫 情 防 控 期 间 我 市 就 业 创
业、援企稳岗等工作开展情况，对人
社部门积极实施业务上线办理、多
渠道开展网上招聘服务、“点对点”
助力农民工返岗复工等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

孙勇指出，当前我市已初步呈现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
序加快恢复的态势，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有关部署要求，在全力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保障职工身体健康前提下，
进一步落实疫情期间有关就业创业、
援企稳岗等惠企惠民政策，积极服务
企业用工需求，指导企业规范用工，
坚持疫情防控和复工生产两不误，努
力化疫情之危为创新之机，为打赢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作出新贡献。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文
化和旅游部公布了乡村旅游发展典
型案例遴选结果，黟县入选全国乡
村旅游发展典型案例。

据悉，此次遴选工作经地方申
报、专家评审和领导审定的方式，最
终确定入选名单。 ·黟 宣·

本报讯 2月 13日，我市出台《支持
中小微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共渡难关
的政策措施》《支持文化和旅游企业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共渡难关的政策措施》，真
金白银支持企业共渡难关、持续发展。3
月 8 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市“双
十条”政策出台后，各地各部门迅速行
动，制定操作细则，加大宣传解读力度，
各项政策加快落地，在助力企业纾困解
难、支持企业提振信心上初显成效，让企
业有了更多转危为机的底气。

黄山富田精工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江雪虹表示，我市“双十条”政策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关注中小微企业实际困
境，真金白银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体现出
政府对企业的关爱和支持。正是有了政
策支持，黄山富田精工复工后才能运行
正常，自主研发的高速口罩生产线也相
继顺利下线。目前，该公司 2月份 153万
元的增量留抵税额已办理完毕，并执行
贷款优惠利率，3 月初还申请了失业保
险费返还 3万余元，申请制造业企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返还 18万余元等，减
轻了运营成本方面的压力，坚定了加快
发展、做大做强的底气和信心。

疫情当前，我市文旅行业按下了“暂
停键”。如何在疫情防控的同时转危为
机，是很多企业面临的一大重要考验。
受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黄山华苑国际
旅行社劝退所有游客并暂停各项业务开
展，取消团队游客总人数 1000 余人，涉
及金额 890 余万元，旅行社现金流压力

剧增。黄山华苑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
经理沙清华说：“在企业无助的时刻，政
府及时出台扶持政策措施纾困解难，提
振文旅企业发展信心，也让企业看到目
标和希望，为疫情结束后旅游市场复苏
积蓄力量。”旅行社保证金暂退政策迅速
执行到位让沙清华印象深刻，“退还的保
证金占企业现有质量保证金缴纳数额的
80%，2月底已经到账。”这不仅增加了企
业现金流量，缓解资金压力，对稳定客
户、提振行业信心、刺激市场复苏都将起
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据悉，“双十条”政策出台以来，我市
不断强化财政金融稳岗等支持力度，大
力扶持企业发展。市财政拨付涉企资金
5234.465 万元，金融机构推出抗疫助力
贷、旅游商户贷等金融产品，并通过调整
还款方式、延长授信期限、办理续贷、下
调利率等措施，满足企业流动资金需求，
全市 2月份新增中小微企业贷款 4.28亿
元。受理失业保险费返还申请 1059笔、
1138.07万元，拨付失业保险费返还资金
669.99 万元、570 户，惠及企业职工 2.49
万人。

落实税费减免缓缴政策，降低企业
经营成本，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预计可
为企业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5
亿元，目前已受理 1680户困难企业申请
一季度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涉
及金额 7115万元；审批通过 54户企业延
期申报税款，受理 124 户企业延期缴纳
3599万元税款。 （下转第三版）

纾困解难 提振信心

我市“双十条”政策初见成效

本报讯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给部分
农产品销售带来影响，徽州区对滞销优
质农特产品进行全面摸底，充分发挥电
商平台作用，线上线下助农战“疫”，滞销
变热销，让土山货变成香饽饽。

今年 39岁的张先进是呈坎镇容溪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年在驻村扶贫工作
队的支持下办起了养鸡场，生活慢慢有了
起色。今年受疫情影响土鸡和土鸡蛋等
农产品销售渠道受阻。村扶贫工作队和
镇电商办积极对接区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安排专人帮助发布信息、联系销售、
包装发货，不少爱心企业和人士纷纷通过
线上线下渠道购买，张先进的土鸡蛋每
天都能销售一空，再也不愁卖了。

这几天岩寺镇富山村农户金奇长因
为土粉丝恢复热销而忙碌起来，一家人
一边打包发货，一边制作、晾晒粉丝。农
历年前金家人和往年一样备足了大量粉
丝，疫情突袭让粉丝销量锐减，后来通过
区电子商务平台推送后，咨询购买的客
户络绎不绝，囤积的 250 公斤粉丝两天
便卖完了。

为帮助农户实现产销对接、畅通农
产品销售渠道，徽州区商务局牵头组建
了农产品滞销微信群，群成员由农户、
乡镇电商办联络员和代销售企业组成，
方便由一定产量的农户与企业互相交
流产品信息，并通过区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中心实时发布滞销品种、数量、价格，
发挥城乡电商网点作用，通过“龙头电
商企业+合作社+乡村服务站点+农户”
的模式，打通消费者和农户之间的“最
后一公里”，让优质土山货打开一片天
地。区妇联也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
节期间发起“齐聚爱心·携手护航——
徽姑娘线上助农”活动，号召“徽姑娘”
农家乐业主、女企业家及广大女性同胞
行动起来，通过组织线上开拼、线下团
购、精准对接企业商超等方式，以一传
十、十带百的倍增效应，让农产品从滞
销到直销变热销。截至目前，共帮助农
户销售土鸡蛋 5000 个、手工粉丝 250 公
斤、青菜芯 1500 公斤等，销售额达 20 余
万元。

·郑辰 张科 方晓东·

徽州区线上线下助农战“疫”

山货销售难 电商来帮忙

位于黄山九龙低碳经济园区的深圳市国人射频通信有限公司黄山分公司是一家
以无线通信、智慧城市建设业务为主体的企业。目前承接订单产值达 1 亿元，生产任
务已排到 8月。图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生产。 樊成柱 徐雅娜/摄

孙勇专题调研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

看望慰问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安徽省备战选手

▶3 月 8 日上午，歙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ICU）副护士长钱晓英坚守岗位护理病
人。疫情防控期间，钱晓英奋战在抗疫一线，白天在 ICU 上班，晚上在社区劝返点上值
守，用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作贡献。 吴建平/摄

战“疫”一线 致敬巾帼

▲3 月 8 日，女医务人员在为司乘人员检测体温。当天，屯溪区广大女干部坚守岗
位，奋战在抗疫一线，用她们特有的温柔和坚韧，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贡献巾帼力量。 樊成柱 徐雅娜/摄

我市制定实施方案
建立有效新机制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本报讯 3 月 8 日，是我市第二
批驰援湖北医疗队抵达武汉的第 29
天，从武汉传来了好消息，当天中午
12 时，经过全体医疗队员的全力奋
战，艰辛付出，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

院胜利休舱。休舱后，医护人员将原
地待命，听从指挥。

为鼓舞士气、表彰先进，经各医
疗队推荐，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临
时党委和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决
定授予 279 名方舱医院医务工作者

“党员先锋”称号，授予 450 名方舱医
院医务工作者“先进标兵”称号。其
中我市第二批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
肖娜、胡杰娟、江卫民、吴敏勇、江学

富、杨宇牧、曹银春、吴志勇、陈燕、何
兴文获评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党
员先锋”；胡亚君、李宏俊、江萍、方
馨、夏丽燕、胡异卿、王嗣琴、朱璐瑶、
叶彩虹、冯星星、卢淑芳获评武汉体
育中心方舱医院“先进标兵”。

当天，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
指挥部办公室发出《致黄山市援鄂

“疫”线女同胞的一封信》，向在武汉
前线战“疫”的 47 名巾帼英雄致以节

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据 了 解 ，武 汉 体 育 中 心 方 舱 医

院，由面积 4300 平方米的主体育馆
和 3400 平方米的训练馆改造而成，
在方舱医院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
是来自安徽、贵州、江苏以及武汉大
学人民医院汉南医院的约 700 名医
护人员。2 月 9 日，我市第二批驰援
湖北的 21 名医护人员出征武汉，工
作地就是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2
月 12 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开
始收治首批患者。

近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被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授予“全国卫生
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
进集体”称号。

·舒 俊·

我市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获表彰

黟县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入选全国乡村旅游典型案例
黄山区大力发展“食堂 +主体 +贫困

户”“商超+主体+贫困户”“电商+主体+贫困
户”模式，通过消费扶贫的订单，引导贫困户
发展实实在在的产业，帮助贫困户把农产品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春节以来，该区各
乡镇、各单位机关食堂采购带贫主体农产品
1800公斤、7800元；鼓励各企业、各商超优

先采购带贫主体农产品，帮助近 30个带贫
主体销售滞销农产品 42000 公斤、40 余万
元，其中贫困户农产品 2200公斤、9200元。

目前，该区区级电商中心和 10个具有
上行功能的电商网点、69个便民服务点均
全部复工，帮助带贫主体实现农产品线上
销售。 ·崔铠亮·

黄山区创新消费扶贫模式带动村民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