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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一届凤台县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2022 年 5 月 18 日县政协十一届一次常
委会议通过）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凤台县委员会设置七个专

门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

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社会法制

民族宗教和港澳台侨委员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

会。

河南：
抢抓农时忙夏收
确保颗粒归仓

五月的河南，麦浪翻滚，
机声隆隆。随着西部山区小麦
开镰收割，驻马店驿城区“三
夏”生产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农民趁天抢时进行夏收，田间
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同时，当
地积极做好农机调度，为“三
夏”生产保驾护航，确保颗粒
归仓。

（据新华网）

“田保姆”拓宽增收路
《安徽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史力 本报通讯员 徐艳友） “几十亩地靠

俺一个人种，哪能忙过来，村里的‘田保姆’帮了大忙……”4月23日，指着远方麦
田上空正在防控赤霉病的无人机，孙贵芹告诉记者。

孙贵芹是凤台县杨村镇孙庄村的一名普通农家妇女，丈夫常年在外务工，自己在
家也不闲着，通过村里的土地托管方式流转60亩地，搞起了小型农场式种植，不仅走
上了致富路，还摇身一变成了“开着小车种地”的新型农民。

在不远处的麦田旁，90后“飞手”陈骞和他的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队员们正操纵
3台植保无人机作业。“我们每台无人机每天至少防控小麦赤霉病280亩，目前全村
4000亩小麦第一次防控基本完成。”陈骞说。

进入4月以来，凤台县布设5个植保基层测报点、8个苗情测报点，对全县69万亩
小麦进行一天一测一报。同时制定防控时间表
和周期图，采取“网上培训”“掌上指导”“电
话调度”等方式，组织县内180多个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对小麦进行统防统治，统防统治率在
90%以上，全力保障全县小麦赤霉病“防得住”

“防得好”，确保夏粮再夺丰产。
小麦田管跟进，水稻育秧也紧张推进。

（下转四版）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刘明勇） 5 月 18 日上
午，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推进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认真
贯彻落实全国有关会议和中办国办有关通报精
神，用心用情用力把有效衔接工作做精细、做扎
实，以更实举措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好拓展好，
举全省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见到大成效、迈上
大台阶。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县长
熊寿宏，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叶宜声，县委常
委、刘集镇党委书记曹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县委办主任刘淼，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
斌，副县长苏传刚及县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负责
人在凤台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2021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情况，总结去年工
作，安排部署今年重点工作任务。

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重视问题、抓紧整
改。要坚持以上率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层层
传导压力，一把手要亲力亲为，特别是要绷紧县
级这根弦，现场推动问题一项一项得到有效解
决。要坚持举一反三，制定整改方案，严格对账
销号，强化跟踪督办，一体推进整改落实，解决

一个、销号一个、巩固一个。要坚持标本兼治，
分类推进整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确保各类问题改彻底。

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工作重心转移，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当
前各项重点工作。一是脱贫成果要突出巩固拓
展。二是乡村发展要突出产业兴旺。三是乡村建
设要突出提质增效。四是乡村治理要突出系统改
进。同时，要加强党的领导，压实各级责任，抓
好要素保障，加强队伍建设，举全省之力加快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通讯员 吴伟） 5月16日，全县信
访工作调度会在县政府会议室召开。县长熊寿宏出
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
王振，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陈宏伟出席会议。县
直有关部门和乡镇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顾桥镇关于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有关

事宜的汇报，剖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安排部署当
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信访稳定工作。与会单位对未化
解事项进行会商研判，明确下一步化解路径和化解
时限。

熊寿宏指出，信访工作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更关系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各级各部门

要坚守为民情怀，深刻认识做好当前信访工作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推动问题化
解，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县信访工作调度会召开
凤台县乡镇驻地污水
二期设计审查会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李娟） 5月17日，凤台县乡镇驻地污水二期设计审查
会在县政府会议室召开。县长熊寿宏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县长苏传刚出席会议。

会上，设计单位汇报了我县部分乡镇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设计方案，与会单
位就设计方案展开分析和讨论，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熊寿宏在讲话中指出，污水处理厂的规划设计事关长远发展，大家要始终坚持规
划先行，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统筹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切实提高
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要结合各自乡镇实际，优化设计方案，积极主动
与设计单位沟通对接，齐心协力做好污水处理厂二期选址工作，确保项目早落地早见
效，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县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军） 5月16日，县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
会议召开。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马士平主持会议。县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县住
建局局长管占勇，县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吕辉出席会议。县政协副主
席李林、张梦梅列席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会议精神、 5月5日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精神、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市政协十六届一
次常委会议精神。 （下转四版）

我县入选全省农业生产“大托管”示范县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耿文娟） 为引领更多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我省再出重磅举措。日前，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台实施方
案，部署农业生产“大托管”示范推广。凤台县入选首批21个农业生产“大托管”示
范县之一。全市有3个县区入选。

凤台一家庭获全国表彰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耿文娟） 日前，全国妇联表彰 997 户全国五好家庭，

200个全国家庭工作先进集体，198名全国家庭工作先进个人，揭晓997户全国最美家
庭。其中，凤台县丁集镇张巷村的杨荣群家庭获得“2022年全国最美家庭”荣誉。

我县一人获评全省“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常开胜） 记者从县民政部门获悉，2021年度全省“最

美城乡社区工作者”评选揭晓，凤凰镇芮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芮广利榜上有
名。全省有20名村（社区）工作者获此殊荣。

凤台两人上榜2022年一季度“淮南好人”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常开胜） 经公众推荐、网络投票和专家评议，2022年

第一季度“淮南好人”评选揭晓，全市20人（组）入选，凤台县农盼水稻机插服务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陈传安、凤台县第二实验小学教师刘来贤榜上有名。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李娟） 5 月 18 日，
县政协十一届一次常委会议在县政协会议室召
开。县政协主席马士平主持并讲话。县政协副主
席李林，县政协副主席、县人社局局长王兆文，
县政协副主席、县住建局局长管占勇，县政协副
主席张梦梅，县政协秘书长吕辉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精神；通
报了 《县政协 2022 年工作要点》《县政协 2022 年

重点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活动计划》；宣读了县十
一届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分工文件；审议
通过了《政协凤台县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通过了人事
事项。

马士平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精神，推动县政协工作向中心聚焦，为大局出

力。要强化四种意识，即核心意识、大局意识、
责任意识、创新意识，进一步勇于担当作为。要
当好五个表率，即勤学善谋、团结合作、联系群
众、履职尽责和清正廉洁的表率，积极履职为
民。要保持良好作风，尽快融入政协工作当中，
努力为新一届政协工作开好局，扎实推动各项工
作有序进行。

（下转四版）

县政协十一届一次常委会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岳荣） 目前淮河流
域己进入汛期，凤台县牢固树立“防大汛、抢大
险、救大灾”的意识，认真总结经验，坚持问题
导向，周密部署，查找风险隐患，落实整改措

施，确保全县安
全度汛。

组织体系健
全完善。及时调
整县防汛抗旱指
挥部组成人员，
细化成员单位职
责分工，构建上
下贯通的防汛抗
旱指挥体系，落
实以党政首长负
责制为核心的各
类防汛抗旱责任
制，明确16个乡
镇指挥所县领导
包保责任制度，
进 一 步 压 实 党
委、政府责任、
部门责任、属地
责任，切实做到
守土有责、守土
担 责 、 守 土 尽
责。

应急预案修
订完善。修订并发布 《凤台县防汛抗旱应急预
案》，认真汲取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教训和
淮南“7.16”强降雨教训，编制完成《凤台县城区
强降雨期间人员转移避险预案》， （下转四版）

县领导慰问入凤交
通卡点工作人员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岳荣） 5 月 18

日，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叶宜声，县委常
委、副县长常国辉，副县长廖欣及县总工会负
责人一行，前往入凤交通卡点慰问常态化疫情
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在凤台高速常态化疫情防控值守点，叶宜
声代表县委向现场值守人员送上洗漱包及防暑
降温品等慰问品，详细了解值守点人员配备、
工作流程、后勤供给保障等情况；感谢他们一
直坚守在防控一线，为全县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叶宜声强调，目前我县已进入常态化疫情
防控阶段，入凤交通卡点的常态化疫情防控非
常重要，是严防疫情输入传播的第一关口。各
卡点值守人员要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对入凤车
辆人员进行测温、验码、登记，坚决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牢牢守住“外防输入”关
口。要再接再厉，坚守岗位，坚决落实24小时
值班制，科学安排、合理调配，鼓足干劲、严
防死守，慎终如始抓好入凤交通卡点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牢牢守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
果。要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科学调配力
量，合理安排轮岗轮班，加强个人防护和物资
保障，坚决守好入凤“第一关”，确保全县人民
生命健康安全。

提案委员会（3名）
主 任：葛志强
副主任：（2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宋丙梅（女） 詹 艳（女）
经济委员会（4名）
主 任：刘 磊
副主任：（3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杨海英（女） 岳一林 梁 冰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4名）
主 任：马晓娟（女）
副主任：（3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树飞 陈 永 周 亚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3名）
主 任：张爱民

副主任：（2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 艳（女） 赵维东
教科卫体委员会（4名）
主 任：黄 新
副主任：（3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齐 飞 杨贯民 吴文生
社会法制民族宗教和港澳台侨委员会（3名）
主 任：张 凯
副主任：（2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闪电刚 杨 春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3名）
主 任：周志俭（女）
副主任：（2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少君（女） 王安超

政协凤台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
（2022年5月18日县政协十一届一次常委会议通过）

凤台多举措确保安全度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一届凤台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免去高久颖同志职务的决定

（2022年5月18日县政协十一届一次常委会议通过）

免去：
高久颖同志的县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