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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滋养 全面小康有声有色

走进大剧场观看新创精品大戏，跟着人工
智能产品练习英语口语，坐在农家书屋里享受
阅读时光……从淮北到江南，精彩的文艺作
品、新颖的文化产品和便利的文化服务正在不
断丰富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昂首阔步在全
面小康社会的幸福大道上，江淮儿女不仅收获
物质的富足，更获得文化的充实、精神的享受。

精品迭出，徽风皖韵绽芳华
近日，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创排的大型
黄梅戏《不朽的骄杨》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
剧院精彩演出。作为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
“百年百部”创作计划项目，
《不朽的骄杨》自推
出的半年时间里，先后登上安庆、合肥、北京等
地舞台，
激扬红色旋律，
唱响英雄赞歌。
“我们把革命烈士杨开慧的故事搬上舞
台，体现着黄梅戏在新时代传承创新的探索。”
作为《不朽的骄杨》的导演和主演，著名黄梅戏
表演艺术家韩再芬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英
雄来自于人民，创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过去的一年，徽风皖韵绽放芳华，精品力
作喷涌而出。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觉醒年
代》摘得第 27 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导

﹃十 四 五﹄公 共 服 务 规 划﹃亮 相﹄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 安蓓）
1 月 10 日发布的《
“十四五”公共服务
规划》明确，到 2025 年，公共服务制
度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保障基本、社
会多元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公共服
务供给格局基本形成，民生福祉达到
新水平。
这份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1 个
部门印发的规划明确了“十四五”社会
发展与公共服务主要指标——
在幼有所育方面，到 2025 年，每
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4.5 个，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实现
应保尽保。
在学有所教方面，学前教育毛入
园率大于 9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6% ，高 中 阶 段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大 于
92%，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达 11.3 年。
在劳有所得方面，参加各类补贴
性职业技能培训 1500 万人次。
在病有所医方面，人均预期寿命
78.3 岁，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
师 3.2 人、注册护士 3.8 人，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率大于 95%。
在老有所养方面，养老机构护理
型床位占比达 55%，新建城区、居住
(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
100%，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 95%，
养老服务床位总量约 1000 万张。
在住有所居方面，城镇户籍低保、
低收入家庭申请公租房和符合条件的
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均实现应保
尽保，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约 21.9 万个。
在弱有所扶方面，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目标人
群覆盖率达 100%。
在文体服务保障方面，每万人接
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 3.4 万次，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 2.6 平方米，每百户居民拥
有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面积大于 30 平
方米。
根据规划，到 2025 年，我国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实现
目标人群全覆盖、服务全达标、投入有
保障，地区、城乡、人群间的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差距明显缩小，实现均等享
有、便利可及。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
务实现提质扩容，付费可享有、价格可
承受、质量有保障、安全有监管。生活
服务高品质多样化升级。

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等 3 个重磅奖项，创
造了我省在该项评选中的历史最好成绩；话剧
《今夜星辰》进京参加全国庆祝建党百年优秀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黄梅戏《百鸟朝凤》、歌剧
《风雪大别山》等 16 个项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黄梅戏《共产党宣言》获得武汉第十七届
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科幻文学作品《奇
迹之夏》上榜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吴美莲
喜摘“梅花奖”……全省文化战线紧扣时代脉
搏、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挖掘江淮文
化富矿，推出优秀文艺作品，培育文艺领军人
才，
“ 文化皖军”已在全国成为一支有特色、有
影响的生力军。

强筋锻骨，软实力变硬支撑
日前，我省全新版权登记服务系统——
“安徽版权在线”正式开通并上线运营，这是安
徽省文化产权交易所便利版权登记、助推作品
转化交易的最新成果。
“文化+科技”跨界融合不断丰富企业新业
态，版权产业也借助科技东风，实现跨越式发
展。
“安徽版权在线运用区块链技术、指纹识别
技术，对数字版权进行 24 小时存证，并提供登
记、确权、颁证电子一体化流程服务，可实现一

键式上传，快速生成著作权证书。”安徽文交所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全省作品版权登记数量
连年成倍增长，2021 年版权登记数量较上年增
长一倍以上。
过去的一年，安徽出版集团和安徽新华发
行集团双双第 12 次被认定为“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跻身“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提名企业名单；
安徽教育出版社等 23 家企业入选国家文化出
口重点企业，
“ 阿拉伯语学前教育课程平台研
发与应用示范”等 4 个项目入选国家文化出口
重点项目，其中入选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五；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魅力安徽》外宣专
版在美国《侨报》、法国《欧洲时报》和俄罗斯
《龙报》刊发；3000 余种图书集中亮相第 28 届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共享书店”
“有戏安徽”
等跨界融合品牌成为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文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文化新兴业态不
断涌现，文化“走出去”加快步伐，放眼江淮，文
化
“软实力”
正在变成强有力的
“硬支撑”
。

惠民共享，精神食粮送万家
亮堂的书屋清新整洁，空调送暖，驱走冬
日的寒意；丰富的藏书摆满书架，书香馥郁，涵
养山村的气质。近日，记者来到来安县杨郢乡

宝山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除了能免
费借阅图书，还提供免费 Wi-Fi 联网、免费电
脑上网等服务。
“全县农家书屋已经实现
‘数字化’
全覆盖。
”
来安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冯佳佳指着墙上张
贴的
“数字农家书屋”
使用说明介绍，
群众扫描二
维码，下载“数字书屋”App 或关注“徽乡悦读”
微信公众号，
就能进入数字农家书屋。
“数字农家
书屋提供海量资源，
既能读书、
看纪录片，
又能听
戏曲、学技术，
乡亲们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待在
家里，
都能随时享受数字化阅读的便利。
”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方面日益
增长的需求，让百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始终
是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过去的一年，
全省 127 个公共图书馆、123 个文化馆、89 个博
物馆、21 个美术馆、1437 个文化站，共 1797 家
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向公众敞开大门；村级文化
中心超 17400 个，覆盖率提高到 98%；94%的
县级以上公共文化场馆接入安徽文化云平台；
蚌埠市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农家书屋、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送戏进万
村”等文化惠民工程，全面覆盖全省 1.5 万多个
行政村，不断补齐农村文化建设短板……文化
大餐更快更好地送到家门口，为城乡居民畅享
全面小康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
（张理想）

小微企业
生产忙
1 月 10 日，铜陵市
义安区东联镇村民在
服装厂加工服装。新
年 伊 始 ，该 镇 20 余 家
箱包、服装等小微企业
开足马力赶订单、忙生
产，满足国内外市场需
求，带动当地近千名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通讯员 梅建广
姚长生 摄

学深悟透全会精神 真抓实干践行使命
——“举旗帜·送理论”省级示范性集中宣讲活动在省直机关开展
日前，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举旗帜·送理论”省级示范性宣讲报
告会在省交通运输厅举行。省级宣讲团成
员、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柳
泽民，为省交通运输厅机关及直属有关单
位 70 余名党员干部作了一场精彩的宣讲
报告。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我省迅
速掀起了学习宣传全会精神的热潮。在省
委宣讲团集中宣讲的基础上，一场场“举旗
帜·送理论”省级示范性宣讲报告于日前走
进各省直机关，帮助党员干部学深悟透全
会精神，真抓实干践行使命。
“ 工委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省直机关工委书记朱斌表示，学习
贯彻全会精神是当前理论武装的重中之

重，要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理论学习中心
组集中学、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学，推动学习
贯彻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去 年 12 月 ，省 直 机 关 工 委 专 门 印 发
《关于组织开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集中宣讲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在省直机关
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集
中宣讲暨第十期“送理论进机关下基层”宣
讲活动，采取集中宣讲、专题宣讲、自主宣
讲的方式，确保宣讲工作取得实效。截至
去年 12 月底，省直机关共开展集中宣讲 20
场、专题宣讲 260 多场，带动厅局开展自主
宣讲 190 多场，配合省委讲师团在省直机
关组织了“举旗帜·送理论”省级示范性宣
讲 22 场，线上线下受众近 9 万人次。
在省农业农村厅，省级宣讲团成员、安
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俊，围
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深
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 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
“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 深刻
认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意义”
“ 深刻认识党
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 深刻认识中国共产
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等方面对全会精神进
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解读，并以“数”说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形式，通过
翔实的数据展示、具体的案例分析，给听众
作了一场十分“解渴”的宣讲报告。
宣讲报告深入浅出，干货满满，党员干
部纷纷点赞：报告主题鲜明、分析透彻，既
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具有很强的政
治性、理论性、思想性、实践性，让听众听得
懂、听得进、记得牢。
“ 作为党员青年，我们
要认真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持续从
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坚持志不求易、
事不避难，勇于经风雨见世面，不断壮筋骨
长才干，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省委办公厅二级主任科员王纪波
表示。
（范孝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