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10月19日，作为皖
南啤酒生产销售量最大的企业，黄山
市迎客松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5.2万升啤酒顺利装运，经浙江宁波海
运出口东南亚，实现黄山啤酒首次出
口东盟市场。谈及这次成功出口的过
程，企业相关负责人很是感激：以市科
技局牵头的市驻企服务队得知我们有
出口意向后，立即对接相关部门，黄山
海关也提前介入、主动服务，为我们量
身打造“一企一策”帮扶措施，并安排
专人帮助完善质量管理体系、熟悉进
口国相关技术标准，指导办理进出口
收发货人备案、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
案、出口检验检疫、报关单申报等手
续。还在采取预约申报、“零延时”通
关作业的同时，及时为首批出口啤酒
签发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以便该
批出口啤酒在进口国获得“零关税”待
遇。

与迎客松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一
样，因为驻企服务队送来的“及时雨”，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新项目快速落
地、产能持续扩大。新项目预计 2022
年2月竣工，新增产值1.2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千名干部驻企（项
目）工程实施以来，市县两级累计选派
干部 992 人，入驻服务重点企业（项
目）492家，解决企业诉求657个。

缺人才、融资难等问题，是许多企
业普遍存在的困难。驻企（项目）干部
不回避、不放弃，注重从深层次分析反
映集中的问题，积极探索长效机制，先
后推出30个指导性案例，推动同类型
问题系统解决。

6 个多月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休宁县通过向 55
家重点工业和商贸企业精准实施“一
企一策”政策套餐服务，争取产学研
合作资金 400 万元，申领政策资金奖
补2400余万元。其中，帮助昌辉汽车
电器（黄山）股份公司申报国家第三
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并获工业
和信息化部正式认定，将获得 500
万元-1000 万元资金奖补；黟县帮助
小微企业盘活纳税信用“小数据”，变
纳税信贷“大资产”，累计帮助 28 户
次企业办理纳税信用贷款近 5000 万
元；黄山区持续推进“五未”土地处
置，共完成“五未”土地处置 396.13
亩；歙县采取“免报直享”发放首批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金，核对兑现补贴近
百万元，惠及487家中小微企业，稳定

就业岗位约8200个；屯溪区通过挖掘
周边村庄闲置劳动力，举办企业专场
招聘会，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 200
余人。

言必行，行必果。截至 10 月底，
驻企服务干部共为企业对接资金保障
47.28亿元，授信资金39.13亿元，到位
资金29.67亿元；组织企业参加线下招
聘 461 场次，达成初步用工意向 6482
人；初步落实企业（项目）符合现行政
策用地需求 608 亩。通过诉求办理

“回头看”，对阶段成效进行初步评估，
问题帮办总体满意率达99.47%。

短期突击实现不了高质量发展，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才是黄山壮大经济
实力的重要手段，必须久久为功，有制
度、有政策予以保障。

对首次进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且次年度在规企业实际经营的相关
负责人给予奖励；对首次进入规模以
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给予奖励；
对当年进入规模以上企业的技术改
造、信息化建设等项目给予补助……
6 月 30 日，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进
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创业热情成就企
业家创意创新创造推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激发创
意热情汇聚源头活水，集聚要素资源
提供优质服务，加大扶持力度支持企
业成长，尊重企业主体地位提升企业
荣誉感，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企业
公平感。

几乎与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 确保“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出台同
步，各地各部门也制定相应惠企政策
文件 48 个，健全完善“政策超市”平
台，上线税务、公安、卫生等多领域优
惠政策385项。

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
业”，大大提振了企业发展信心，企业
发展活力得到充分释放。1-9 月，全
市完成省级重点项目投资213.6亿元，
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103%，居全省第 4
位；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6.6%、
居全省第6位，战新产业产值、高新产
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1.2%、17.5%。

春风拂面暖，催开花千树。有感
于驻企干部的精准贴心服务和党委政
府相关配套政策日益完善，多家企业
负责人纷纷表示，黄山发展正迎来新
的好时代，唯有加速奔跑，才能不负期
待、不负时代！

年份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价格（元/瓶）
2300
2500
2850
2950
3050
3150
3300
3400
3600
3700

年份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价格（元/瓶）
4000
4200
4700
4900
5500
5800
5900
6300
6500
6900

年份
2000年
1999年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1995年
1994年
1993年
1992年
1991年

价格（元/瓶）
7900
8500
8800
9200
10500
17000
17500
18000
18500
19000

年份
1990年
1989年
1988年
1987年
1986年
1985年
1984年
1983年
1982年
1981年

价格（元/瓶）
20000
21000
23000
23500
26000
27000
27500
28000
29000
30000

年份
1980年
1979年
1978年
1977年
1976年
1975年
1974年
1973年
1972年
1971年

价格（元/瓶）
32000
34000
41000
46000
49000
61000
78000
100000
150000
170000

其他名酒种类
五粮液
郎酒
董酒

剑南春
泸州老窖
古井贡酒

同仁堂虎骨药酒

价格（元/瓶）
800—10000
1300—9000
1500—5000
300—3000
900—5000
700—3000
4500—8500

屯溪区、徽州区、黄山区、歙县、
休宁县、祁门县、黟县，均有工作人
员为您服务。

北京老酒收藏馆走进黄山 免费鉴定、评估，现场变现价格表

以上价格为全品相、高度酒、不少酒。
原箱老茅台酒价格更高。

茅

台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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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二）巡察举报箱设
置地点：⑴黄山市屯溪区天都大道5号
天都国际饭店广场南侧公示栏处；⑵
黄山市屯溪区安东路市人民政府西南
门口处；⑶黄山市屯溪区天都大道1号
市委市政府大楼6楼走廊北拐角处；⑷
黄山市屯溪区黄山西路33号市军粮供
应站门市部后门楼梯口处；

（三）举报电话：18905597675；
（四）电子邮箱：
hssswdyxcz@163.com。
市委第二巡察组
一、巡察对象：市文化和旅游局。
二、巡察时间：2021 年 11 月 10 日

至12月10日。
三、联系方式：
（一）信访接待点：黄山市屯溪区

天都大道5号天都国际饭店A座1012
室；

（二）巡察举报箱设置地点：（1）黄
山市屯溪区天都大道5号天都国际饭
店广场南侧公示栏处；（2）黄山市屯溪
区安东路市人民政府西南门口处；（3）
黄山市屯溪区迎宾大道50号徽博馆办
公区入口处；（4）黄山市屯溪区屯光大
道9号市文化和旅游局办公楼一楼大
厅；

（三）举报电话：18905596709；
（四）电子邮箱：
hssxcez@163.com。
市委第三巡察组
一、巡察对象：市应急管理局、市

工商业联合会。
二、巡察时间：2021 年 11 月 10 日

至12月15日。
三、联系方式：
（一）信访接待点：黄山市屯溪区

天都大道 5 号天都国际饭店 A 座 905
室；

（二）巡察举报箱设置地点：（1）黄
山市屯溪区天都大道5号天都国际饭
店广场南侧公示栏处；（2）黄山市屯溪
区安东路市人民政府西南门口处；（3）
黄山市屯溪区北海路162号市应急管
理局5楼楼梯口处；（4）黄山市屯溪区
天都大道3号市党派楼一楼电梯口东
侧处；

（三）举报电话：18905598026；

（四）电子邮箱：ahhsxc3z@163.com。

根据省、市委统一部署，我市涉粮
问题专项巡察工作正式启动，市委7个
专项巡察组于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
对涉粮问题开展市县联动专项巡察。

在巡察期间，巡察组将主要受理
反映涉粮对象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
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相关企业及
基层粮库负责人、有关重要岗位党员
干部等涉粮方面问题的来信来电来
访。其他不属于专项巡察受理范围的
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交有关部门或
单位处理。

涉粮问题专项巡察各巡察组巡察
对象及联系方式

市委第一专项巡察组
一、巡察对象：市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市粮食执法支队、市粮油质量监督
监测站、市军粮供应办公室、市粮食储
备库、市军粮供应站。

二、巡察时间：2021 年 11 月 18 日
至12月20日。

三、联系方式：
（一）信访接待点：黄山市屯溪区

天都大道 5 号天都国际饭店 A 座 707
室；

（二）巡察举报箱设置地点：（1）黄
山市屯溪区天都大道5号天都国际饭
店广场南侧公示栏处；（2）黄山市屯溪
区安东路市人民政府西南门口处；（3）
黄山市屯溪区天都大道1号市委市政
府大楼6楼走廊北拐角处；（4）黄山市
屯溪区黄山西路33号市军粮供应站门
市部后门楼梯口处；

（三）举报电话：18905597675；
（四）电子邮箱：
hssswdyxcz@163.com。
市委第二专项巡察组
一、巡察对象：屯溪区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屯溪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二、巡察时间：2021 年 11 月 17 日

至12月17日。
三、联系方式：
（一）信访接待点：屯溪区天都国

际饭店A座511室；
（二）巡察举报箱设置地点：（1）屯

溪区人民政府东裙楼出口处；（2）屯溪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政务中心12
楼会议室西边门口）处；（3）屯溪区粮
食收储有限公司（屯溪区紫阜村）门口
处；（4）屯溪区天都国际饭店A座过道
处；

（三）举报电话：18075235943；
（四）电子邮箱：
dsxcz7511930@126.com。
市委第三专项巡察组
一、巡察对象：黄山区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黄山区军粮供应办公室、黄山
区粮油检测中心、黄山区粮食购销有
限公司、黄山区省级粮食储备库、黄山
区军粮供应站、市云海米业有限公司。

二、巡察时间：2021 年 11 月 18 日
至12月20日。

三、联系方式：
（一）信访接待点：黄山区玉河路

国元大酒店423房间；
（二）巡察举报箱设置地点：（1）黄

山区玉河路国元大酒店门口大堂处；
（2）黄山区政务新区5号楼西侧大门口
处；（3）黄山区仙源镇三里岗粮食产业
园门口；

（三）举报电话：18155963528；
（四）电子邮箱：yxxwdexcz001@

163.com。
市委第四专项巡察组
一、巡察对象：徽州区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徽州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徽州
省级粮食储备库。

二、巡察时间：2021 年 11 月 18 日
至12月20日。

三、联系方式：
（一）信访接待点：徽州区滨河南

路40-8号海悦君澜酒店4楼市委第四
专项巡察组办公室；

（二）巡察举报箱设置地点：（1）徽
州区迎宾大道86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大门口；（2）徽州区永佳大道148号省
级粮食储备库大门口；（3）徽州区环城
北路27号置业大厦大门口；（4）徽州区
滨河南路 40-8 号海悦君澜酒店大门
口。

（三）举报电话：13359092192；
（四）电子邮箱：
hsqwxcdez@163.com。

市委第五专项巡察组
一、巡察对象：休宁县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休宁县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二、巡察时间：2021 年 11 月 16 日

至2021年12月20日。
三、联系方式：
（一）信访接待点：休宁县黄山北

路1号学而会议中心酒店602室；
（二）巡察举报箱设置地点：（1）休

宁县黄山北路1号学而会议中心酒店
后门围墙；（2）休宁县人民政府后门东
边出口外墙；（3）原休宁县财政大楼大
门北侧；

（三）举报电话：15385449351；
（四）电子邮箱：
hzqw2xcz@sina.com。
市委第六专项巡察组
一、巡察对象：黟县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黟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黟
县省级粮食储备库。

二、巡察时间：2021 年 11 月 15 日
至12月20日。

三、联系方式：
（一）信访接待点：黟县东榕华美

达酒店（漳河东路001号）一楼南屏厅；
（二）巡察举报箱设置地点：（1）黟

县东榕华美达酒店大门口左侧；（2）黟
县发改委门口左侧（县政府对面）；（3）
黟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粮食产
业园区）门口左侧；

（三）举报电话：17705595512；
（四）电子邮箱：
hsswdlzxxcz@163.com。
市委第七专项巡察组
一、巡察对象：祁门县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祁门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祁
门县军粮供应站、祁门县粮食企业资
产管理中心。

二、巡察时间：2021 年 11 月 17 日
至12月20日。

三、联系方式：
（一）信访接待点：祁门县祁红国

际大酒店（祁门县S326省道过境公路
南侧）8楼826室；

（二）巡察举报箱设置地点：（1）祁
门县县政府大楼一楼大厅入口左侧；
（2）祁门县原粮食局大楼（新兴路7路）
东侧外墙；（3）祁门县祁红国际大酒店
大堂电梯入口处。

（三）举报电话：18805597101；
（四）电子邮箱：
qwdyxczy@163.com。

七届市委第一轮巡察公告七届市委第一轮巡察公告

优化环境优化环境““政策政策””办办

让企业轻松快跑让企业轻松快跑

共性问题系统办共性问题系统办

（上接第一版）下步，我市将进一
步加大项目招引力度，畅通协调机制，
上下联动，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一批技
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的招商项目落
实落地。

明确主攻方向，突出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重点发展汽车电子和高端
装备等领域，聚焦车用电器、车身系统、
数控系统、精密刀具等重点方向，加快
招引一批国内外龙头企业、骨干企业。

以长三角一体化为契机，支持优

势企业开展产业链垂直整合和跨区域
横向拓展，深化跨市域跨行业分工协
作，积极与杭州市共建产业链供应链，
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对标省内外先进
制造业，推动汽车零部件及装备制造
企业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建设，推广
智能化控制系统和工业机器人应用。
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促进装备制造业
向技术自主化、制造集约化、设备成套
化、服务网络化方向发展，提高智能化
生产水平。 ·汪 悦·

我市打造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区我市打造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区

（上接第一版）新安江百里大画
廊，以歙县深渡省级特色小镇为核心，
以皖浙1号旅游风景道“陆上线”和新
安江“水上线”为两翼，统筹环保、交
通、农业、林业、旅游等项目建设，全
面实施“旅游+”，是杭黄世界级自然
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的重要纽带。
歙县自 2018 年启动新安江百里大画
廊建设，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
引下，经过几年实践，新安江百里大
画廊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新
安江全流域综合整治，流域总体水质
稳定向好。如今，新安江每年向千岛
湖输送 60 多亿立方米干净水，是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先行
探索地和重要实践地，为全国跨流域
生态补偿工作提供了典范。今年 9
月 29 日，新安江街口大桥建成通车，
不仅打通了内部交通微循环、串接沿
线各乡镇，也为歙县 10 万街源人民

“融杭接沪”按下了“快捷键”，对于打
造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
道，加快新安江沿江绿色发展和乡村
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舒俊 樊成柱·

我市一创新案例成功入选我市一创新案例成功入选

（上接第二版）时光流过，内心依然
澎湃。“片警管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在
这个岗位待满一年都会变得懈怠，但程
升华15年如一日，始终能做到在岗1分
钟，尽责60秒。”陈绪好说。

几个月前，程升华私底下找到所
长，希望领导能照顾一下“老同志”。没
想到，程升华主动“要求”留在临涣派出
所，谢绝调到工作相对轻松、离家近的
岗位。

“他对临涣有感情，与老百姓打成一
片，老百姓特别信任他，他舍不得走。”临
涣派出所副所长梁斌说。身边的同事换
了一批又一批，程升华始终扎根在临涣
派出所，成为工作时间最长的民警。

凭着对乡里乡亲的守护初心，程升
华坚持用脚步丈量土地，用汗水坚守平
安，用心爱护古镇的一草一木。

把群众当亲人，小片警赢得大信任
“老程，你又来了！”“大眼警官，到

我家来坐坐！”
走在路上，来到村里，乡亲们不停地

跟程升华打招呼。从“小程”到“老程”，从
“警察同志”到“大眼警官”，称呼越来越
亲，和老百姓的感情也越来越浓。

12169，这是程升华入户走访记录
在公安系统里的一个数据。这不是一
个冰冷的数字，这意味着他一次次的入
户宣传采集，一次次的人员管控核查，
一次次和群众面对面交流。

“程警官总是放心不下我们老两
口，每隔一段时间就拎着鸡蛋、牛奶来
看我们，把我们当长辈一样来照顾。”村
民朱纯友抹着眼泪说。老伴因病常年
卧床，生活困难的老两口一直是程升华
的牵挂。像朱纯友这样的家庭，程升华
共帮助了 5 户，经常自费购买礼物上门

看望。
防范犯罪于未然，防范危险于未

然，老百姓的烦心事就是程升华的“烦
心事”。程升华把群众当亲人，为民办
事不分大小，为民服务不分内外，满腔
热情地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
难事。

“要不是老程，我们兄弟二人再闹
下去，非得家破人亡。”村民杨某说。杨
家两兄弟因财产继承问题，在临涣镇闹
得沸沸扬扬。

程升华主动约请他们，一边讲人情
伦理，一边讲法律法规，1周内登门走访
10余次。功夫不负有心人，兄弟俩多年
积怨在一次又一次调解中消散，最终重
归于好。

“不去衙门去茶馆”是临涣人的独
特习俗。临涣派出所结合当地习俗和
公安工作实际，设立“平安茶室”，联合
临涣镇司法所将民间调解能手、乡贤人
士吸纳到茶室调解队中，共同开展警民
联调工作。

“程升华是个非常用心的人，面对
纠纷双方，总是先倒上一杯茶，耐心安
抚当事人，一一梳理问题后再做调解。”
临涣镇法律服务所主任王士宏说。

在王士宏眼中，程升华懂乡情、懂
民情，用老百姓的理说老百姓的话。遇
到脾气大的人，他笑着拍拍人家肩膀：

“先喝杯茶吧，消消火！”威严中带着亲
民，既调解了现场气氛，又安抚了当事
者情绪。

因为将心比心，因为设身处地，因
为公正无私，临涣人都无条件信任他。

“都是乡里乡亲的，可不能让大家
心里留疙瘩。”程升华总是这样说。15
年来，他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3916

起，被大家称为“铁调”警官。
把口碑当奖杯，小舞台闪耀大光彩
一直扎根基层的程升华，为什么没

有得过什么荣誉呢？
面对荣誉和嘉奖，程升华向来淡定

从容，多次让出评优机会。在每年评选
优秀民警时，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说：

“大家不要选我，我年纪大了，应该多选
年轻人，他们应该多鼓励。”

就这样，程升华一次次将荣誉“拒
之门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在临
涣，在群众和同事的心目中，他就是最
优秀的人民警察。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师傅走
了，但他教会我的东西，我永远不会忘
记，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徒
弟张浩说。

2012年年底，警校毕业的张浩来到
临涣派出所，成为程升华的徒弟。此
后，程升华带着张浩处理家庭纠纷、调
解邻里口角、办理各种案件……在张浩
眼里，师傅就像一头“老黄牛”，脚踏实
地、无私奉献、默默耕耘。

“其实爸爸不穿制服，他就是一名
普通的老百姓，也想多陪陪爷爷奶奶，
还想带一家人出去旅游。”女儿程苏
说。

程升华的父亲是濉溪县公安局退
休老民警，女儿程苏是濉溪县公安局指
挥中心接警员。

三代从警，血脉传承。“爷爷和父亲
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做警察心里要
时刻装着群众，无论在什么样的岗位，
都要时刻牢记警察的职责使命。”程苏
说。

程升华很孝顺。平时上班提前一
个半小时出门，专门去买老父亲爱吃的

“头锅油条”，坐公交车送到父母家中。
“为不打扰爷爷奶奶休息，他就挂在门
把手上，等到了单位再电话告知。只要
工作稍有喘息，他就打电话给爷爷奶
奶。”程苏说。

程升华走的那天下午，老父亲像是
有心灵感应，一直念叨着“这孩子今天
怎么还没来”，一遍遍拨打儿子的电
话。而那时，程升华正躺在医院的急救
室里，再也无法接听父母的电话了。

古镇有位古镇有位““好片警好片警””

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惊天动
地的壮举，程升华的一生平凡却不平庸，
在为民服务中建立功勋。他把青春和生
命献给了党、献给了挚爱的公安事业，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
命，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
言，铸就起新时代党员警察的忠诚丰碑。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作
为一名片警，程升华日复一日立足本
职，办小案、解小忧、帮小忙，在平凡岗
位上创造不凡的成就，在人民群众需要

他的时候尽心尽力默默奉献。他把群
众当亲人，把群众的烦心事当成自己的

“烦心事”，时刻把群众的冷暖记在心
上，为民办事不分大小，为民服务不分
内外，满腔热情地为群众做好事、办实
事、解难事。他用平凡诠释伟大，如同
一盏明灯，点亮人们的心灵，照耀更多
江淮儿女砥砺前行，为构建幸福家园源
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安徽日报记者 张岳·
（原载2021年11月18日《安徽日报》）

在为民服务中建立功勋

·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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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粮问题专项巡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