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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太新）11月26日，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安徽元素理论研讨会
在安徽小岗干部学院召开，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挖掘安徽红色精神
元素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激发奋斗热情，
凝聚奋进力量，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本次
活动由安徽科技学院、安徽日报社、安徽小岗
干部学院联合举办。

研讨会上，来自省内外的数十名专家学
者以线上线下形式齐聚大会，围绕主题作主
旨报告、主题讲演，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的重要
意义，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安徽
元素进行了深入阐释。

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
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为立党
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为各个时期各项事
业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作为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淮大地发端孕育
的伟大精神包括：革命战争年代的大别山精
神、新四军精神、渡江精神，探索建设社会主义
新中国阶段的淠史杭精神，改革开放时期的小
岗精神等。本次会议的举办地小岗村正是小
岗精神的发祥地。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
精神起源于改革，又在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
丰富和发展，有着独特时代坐标和历史底蕴，
充满了蓬勃朝气和旺盛活力，是党的精神长河
中的绚烂一脉，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
生不息、弘扬发展的生动写照。

专家表示，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安徽元素挖掘好、研究好、宣传好，进一步
深化“小岗精神”研究，探寻“小岗精神”的理
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彰显“小岗精
神”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伟力，使之绽放出新的
时代光芒。

本次研讨会还收到省内外专家论文近
百篇。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安徽元素理论研讨会在小岗干部学院召开

加强理论研究 汲取奋进力量

本报讯 11 月 21 日，“举旗帜·送理论”
南谯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好人宣讲
团”举行首场宣讲报告会，宣讲团成员、“滁州
好人”白杨走进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
接地气、贴民心的方式，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将党的“好声音”送到群众心坎上。

为更高质量、更强效果推动党的二十大
精神宣传宣讲，南谯区组建好人宣讲团，让各
级好人、道德模范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和村、社区、机关单位、企业、学校等地，广泛
开展全面宣讲，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温润千家
万户。宣讲团成员、“安徽好人”沙扣年联系
自身工作和生活实际，从振兴乡村文化入手，

深入浅出地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分享个人
体会感受，让村民听得懂听得进，切身感受到
近年来物质生活提升快速，精神文化生活日
益丰富，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为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好人宣讲
团”所有成员都认真研读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
章新内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一
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注重联系工作和生
活实际，充分考虑宣讲对象情况，讲群众能听懂
的话，说百姓爱听的故事,用通俗易懂的朴实语
言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传递给群众，让党的二十
大精神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村
组，引导广大党员干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全方位
加快建设现代化新南谯，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
满意的答卷。 （杨读俊 沈 忱）

南谯组建“好人宣讲团”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包增
光 实习生夏 雪）11月27日，
安徽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竞赛项目在滁拉开帷
幕。上午，滁州队在板鞋竞速项
目比赛中表现出色，在男子 60
米板鞋竞速中摘得金牌，这也是
本届运动会首金。另外，滁州队
在女子 60 米板鞋竞速比赛中，
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

在男子60米板鞋竞速比赛
中，随着发令枪的一声响起，各
队运动员迈开步伐奋力向前。
身穿白衣黑裤的滁州队三名运
动员配合默契，伴随着整齐划一
的口号和步伐，他们有节奏地控
制脚下的长板，迅速灵活地冲向
终点，最终以 11 秒 50 的优异成
绩锁定金牌。

记者了解到，这三名运动员
分别是回族小伙穆玉飞、白善宇
和汉族青年王苏诚。此外，回族
女孩高远远、彝族女孩黄燕和汉
族女孩仇华欣，在女子 60 米板
鞋竞速比赛中为滁州队赢得铜
牌。据介绍，板鞋竞技是一项集
群众性、娱乐性、竞技性于一体
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是一项
非常独特的健身娱乐活动，需要
比赛者的齐心协力和默契配合。

民族健身操项目比赛现场，
在具有民族特色、节奏欢快流畅
的《我们共同的家》歌曲中，一支
支代表队通过精心构思的舞美
编排，将民族舞蹈的柔美与健身
操的流畅有机结合在一起，使民
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健身完美结
合。维吾尔族姑娘阿依努尔·努
尔麦麦提活泼可爱，她开心地告
诉记者：“我们淮北队16名队员
来自7个不同民族，大家一起参
加比赛增进友谊，真正地体现了
民族团结一家亲。”

据介绍，本届运动会共设九
个竞赛项目，分别是民族武术、
民族式摔跤、毽球、蹴球、押加、
陀螺、民族健身操、高脚竞速和
板鞋竞速。全省16个市组团参
赛，运动员 817 人（来自 30 个少
数民族），裁判员247人，教练员
和领队 200 人，以及工作人员、
志愿者等，总人数约16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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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行政务公开，引导公众参与和监督，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现对本项目予以批前
公示，批前公示旨在征询公众意见，并非最终审
批结果。如相关利害人对该规划项目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按照下列提供的联系方式以书面
等法定形式进行反馈，公示意见将作为审批决
策的参考依据。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位于琅琊新区金山路与来河路交叉

口东南侧，用地面积约 105亩，建设单位为滁州
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现建设单位申请该项
目规划方案调整，主要调整内容为:(一)场地布局
调整（1）机动车停车位布局调整；将34辆停车位
（地上 26辆，地下 8辆）调整至 1#楼西北侧及导
航台区域布置。调整后停车位总数与批准规划
保持一致。（2）地库出入口位置调整；调整 3#南
侧、13#北侧地库出入口位置，将 3#南侧地库位

置从活动场地东侧调整至南侧；13#楼北侧地库
西移。（3）室外活动场地布局调整；调整4块活动
场地轮廓线型。调整后室外活动场地总面积由
1605平米增至 1617平米，满足规范需求。（4）园
路线型调整；调整景观主轴线上园路线型，出圆
弧型变为直线型，并取消 13#南、西侧局部园路
设计。（5）出入口绿化形式调整；调整南出入口
绿化形式，将南出入口设计的水景调整为绿
化。(二)单体建筑调整（1）外立面造型、色彩材
质调整；取消 8#楼 3F外立面阳台及窗扇的拱式
造型，并将 5a#、5b#、5c#、8#外立面材质由深褐
色金属漆加米黄、浅褐色真石漆调整为深褐色
金属漆加深咖、浅黄色外墙无机饰面砂浆，S1#
楼外立面材质由咖啡色加象牙黄仿石材真石漆
调整为深褐色加浅黄色外墙无机饰面砂浆。（2）
部分住宅楼栋增设排烟风井及防火门；因消防
审查要求，部分住宅北侧增设排烟风井并且连
廊位置增设防火门。（3）地库调整；因施工图深

化及现场实际建设需要，取消8#北侧局部地库，
减少的8辆停车位移至地面导航台区域布置。

二、公示时间
共7个工作日(2022年11月18日-2022年11

月28日)
三、公示地点
1、建设项目现场对外醒目位置
2、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
3、滁州日报
四、联系方式
1、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琅琊国土规划技术服务中心、政策法规科
2、联系电话:3162063、3067275
联系人:杨杨、李元浩
邮箱:lyqghj@163.com

2022年11月18日

滁州市建设项目规划前公示
东升邻里安置小区规划设计方案调整

共襄民族团结盛会，同醉美丽山水滁州。
11月26日，流光溢彩的滁州奥体中心敞开怀抱，
迎接全省少数民族运动健儿。在喜庆的音乐、
欢快的歌声、激昂的鼓声、热烈的掌声、兴奋的
欢呼声的碰撞中，安徽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如约而至。

这是一场热情欢乐的盛会

这是一场由滁州发起的欢乐盛邀。
当天下午，在开场表演《欢乐盛邀》中，各民

族特色的酒歌接连唱响，彝族酒歌、苗族传统酒
歌、蒙古族祝酒歌等耳熟能详的酒歌回荡在体
育馆内。舞蹈演员们身着色彩鲜艳的各民族服
饰，手持酒碗载歌载舞敬献八方宾朋，在音乐的
层层推进中组成一个个同心圆，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包围在一起，寓意着好客滁州张开双臂、热
情拥抱，欢迎八方宾朋的到来。

随后，在昂扬的音乐中，护旗手们手执国
旗、会旗正步入场。由248名裁判员组成的方队
以及16个地市代表团依次入场，他们用铿锵的
步伐踏出自信坚定，抖擞的精神展出奋进姿

态。看台上，欢呼声此起彼伏，喝彩声经久不
息，灿烂的笑容洋溢在每一位观众的脸上。

“5、4、3、2、1”，在全场观众的倒数声中，以
“筑梦新时代 多彩同心圆”为主题的开幕式文
体展演正式拉开帷幕，体育馆内顿时一片欢
腾。《多彩滁州·共居家园》《亭好滁州·共享盛
世》《青春滁州·共创未来》三个篇章依次展开，
一个个充满民族风情和青春活力的精彩节目轮
番登场。

这是一场展现民族风情的盛会

敬农忙、对山歌、赶歌圩……第一篇章《多
彩滁州·共居家园》以“欢乐的节日”为基调，在
滁州大地上展现少数民族春耕忙的多彩画卷。
歌舞《欢乐的节日》、歌曲《花儿与少年》、歌舞

《丰收盛景》等节目融合民间劳作、盛装展示、民
俗非遗等特色表演，展示老百姓辛勤劳作、对山
歌、赶歌圩的快乐生活，在生机勃勃的徽风皖韵
中铺展一幅各族儿女欢庆吉祥的图景。演职人
员放声高歌，翩翩起舞，将各民族同胞的幸福生
活，呈现在了观众眼前。

在第二篇章《亭好滁州·共享盛世》中，回族
姑娘、时尚青年接连起舞，在《亭好滁州》的歌声
中融入群众，加入青春律动的广场舞队伍中
来。手持自拍杆的靓丽青年、满怀激情的群众
队伍欢乐相聚，带着“滁州欢迎你”的自信表情
奔向全民健身的新时代舞台。

伴随律动感十足的音乐和酷炫的灯光，第
三篇章《青春滁州·共创未来》徐徐铺展。在灯
光效果的渲染下，整个舞台幻化为一方青春空
间。一组时尚靓丽的青年说唱歌手出现在舞台
之上带来极具滁州文化特色的歌曲《琅琊骨》，
瞬间点燃全场，洋溢的青春搭乘着科技的翅膀
逐梦未来，融入新新滁州的未来世界。

“五十六个民族亲亲一家，就像百花园里盛
开的花，红红石榴结籽儿抱在一起，谁也离不开
谁，母亲是中华……”石榴花开籽籽同心，歌舞

《母亲是中华》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演职人员
们身着各民族服装，手拉手，心连心欢快舞蹈，
共庆盛典、礼赞中华。在这里，体育与梦想交
融，热情与欢乐交汇。这一刻，人心归聚，精神
相依，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
结一心、携手奋进，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唱响民族团结欢歌
——安徽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侧记

全媒体记者郑成雪

11月27日，奥体中心，选手们在进行民族式健身操比赛。
全媒体记者计成军 卢志永摄

11月27日，奥体中心，选手们在女子组板鞋竞速2×100米接力预赛中奋力
冲刺。 全媒体记者计成军 卢志永摄

（上接第一版）
郑栅洁指出，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美好

安徽建设的首要任务，要落实新的战略任务，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实现
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奋力服务和融
入新发展格局，服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深入实施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
发展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要奋力实施科教兴皖战略，
贯通第一生产力、第一资源、第一动力，打造
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要奋力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和人
民政协工作，积极发展基层民主，不断完善大
统战工作格局，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
结的政治局面。要奋力推进依法治省，全面
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
法，一体建设法治安徽、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要奋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牢
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手
抓，加快建设创新型文化强省。要奋力增进
民生福祉，坚持就业优先政策、紧抓最大民
生，实施“暖民心”行动、紧抓普惠民生，健全
社会救助体系、紧抓兜底民生，用干部“担当
指数”“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要
奋力推动绿色发展，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等反馈问题整改，严格落实长江“十年禁
渔”，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水资源管理制
度，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建设美丽
安徽。要奋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
升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社
会治理体系效能。

郑栅洁强调，要坚持以全面从严治党保
障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组
织要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
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

质量。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牢记“国之
大者”，把“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
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把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作为党内第一政治要件来办，旗
帜鲜明讲政治，牢固树立大局观，增强工作创
造性，坚决做到对党忠诚。要带头弥补能力
短板，全面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群
众、防范化解风险的本领，坚决做到能力过
硬。要带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面对原则问
题站稳立场、敢于亮剑，面对矛盾问题知难而
进、迎难而上，面对风险挑战挺身而出、积极
应对，坚决做到实干担当。要带头保持清正
廉洁，洁身自爱、公道正派、坚守底线，坚决做
到严于律己。

郑栅洁指出，现在距离年底只有一个多
月时间，要统筹抓好当前各项工作。疫情防
控上，要多用心、多担当、科学精准落实优化
疫情防控20条措施，坚决防止松懈松动、麻痹
大意，坚决防止层层加码、一刀切，力争用最
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经济发展上，要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安全发展上，要狠抓
主体责任落实，狠抓规章制度执行，狠抓常态
化监督，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要高标准做好换届工作，圆满完成党中央赋
予的政治任务。要高水平谋划和启动明年发
展，确保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起好
步、实现“开门红”。

郑栅洁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忠诚
尽职、奋勇争先，奋力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
设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安徽力量！

不是省委委员的省级负责同志，省人大
常委会、省政协秘书长，省委、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省政协副秘书长，省纪委常委、省监
委委员，省直各单位、各高校和省属企业党组
（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基层一线代表列席会议。

（上接第一版）他说，近年来，在党中央大政方
针的科学指引下，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
省委宣传部、网信办的有力指导下，滁州市深
耕IPv6（互联网协议第6版）技术创新融合应
用、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建设国家级试点
和网络综合治理、县级网安中心建设、数字乡
村建设省级试点五块“试验田”，以“亭好滁
州”“琅琊论剑”等“十大品牌”为载体，团结引
导广大网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为加快
建设现代化新滁州汇聚了强大力量。许继伟
强调，滁州将以协同推动长三角网信事业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凝心聚力、踔厉奋发，建立
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持续深化区域交流
合作，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更多

“滁州经验”、贡献更大“滁州力量”。
启动仪式前，举办了长三角区域数字乡

村一起建圆桌论坛。三天的时间里，网络媒
体的记者、网络名人深入滁州多地，发掘滁州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精彩点滴，努力、用
心采制宏大与细节兼具、内容与形式齐美的
报道，用心用情用力讲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安徽故事，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生根、
走深走实，共同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
贡献更多网络正能量。

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网信办主要负责
人、重点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平台负责人、网
络媒体记者、网络名人、安徽各地网信办主要
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长三角区域网络媒体网络名人联动传播党的二十大精神”网络主题活动启动

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会议在肥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