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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政秘〔2020〕22号

怀远县人民政府
关于聘任王翔同志为县政府经济顾问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聘王翔同志为县政府经济顾问，

协助县政府负责同志开展相关工作，聘期三年。

2020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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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政秘〔2020〕23 号

怀远县人民政府
关于县政府负责同志工作分工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就县政府负责同志分工作如下调整：

潘明生同志 负责县政府全面工作。

路 军同志 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负责目标管理、政务公

开、政务督查、发改、科技、统计、财政、国有资产、金融、税

务、投融资、扶贫开发、安全生产及应急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及其

他交办事项。

分管政府办、发展改革委、科技局、财政局、应急局、统计

局、扶贫局、数据资源局、怀投集团及相关平台公司、中小企业

担保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协助县长分管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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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大、政协、税务局、金融机构、国家统计局怀远调查

队、科协。

袁龙星同志 负责文化旅游、广播电视、新闻出版、邮政通

讯等方面的工作及其他交办事项，协助负责扶贫开发、重点项目

建设工作。

分管文化和旅游局、白乳泉管委会，协助分管扶贫局。

联系文联、邮政公司、电信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

赵 凯同志 负责工业经济、民营经济、经济开发区、招商

引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电

力等方面工作及其他交办事项。

分管经济和信息化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场监管局、

招商中心、经开区管委会。协助分管怀投集团及相关平台公司、

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

联系工商联、供电公司。

高 剑同志 负责公安、司法、退役军人、信访维稳、国防

动员等方面工作及其他交办事项。

负责公安局，分管司法局、退役军人局、信访局。协助分管

应急局。

联系人武部、法院、检察院、武警中队、消防大队。

张明廷同志 负责自然资源和规划、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交通运输、城市管理、住房公积金管理、人民防空、海事、文明

创建等方面的工作及其他交办事项。

分管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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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理局、重点工程中心。

联系生态环境分局、公路局、海事处。

李维侠同志 负责教育体育、民政、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等

方面工作及其他交办事项。

分管教育体育局、民政局、卫生健康委、医保局。

联系怀远师范学校、新华书店、荣军医院、红十字会、老龄

委、关工委、总工会、团县委、妇联、残联。

刘 明同志 负责征迁拆违、农业农村、水利、商务经济、

供销、烟草、盐业等方面工作及其他交办事项。

分管大建办、推进办、农业农村局、水利局、商务局、供销

社、淮西现代农业示范区，协助分管扶贫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住房城乡建设局。

联系农工办、龙亢农场、气象局、淮河河道管理局、怀洪新

河河道管理局、茨淮新河工程管理局、淮南矿务局河溜林场、烟

草专卖局、盐务局、中石化怀远公司。

对由县政府领导担任的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的负责人，

按上述分工相应调整，不另行文。

2020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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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政办秘〔2020〕16号

怀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怀远县无证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相关部门：

经研究，现将《怀远县无证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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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远县无证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切实保障我县广大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

更好的实现幼有所育，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

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发〔2018〕39 号），省委、

省政府印发的《安徽省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育人质量行动

计划》（皖发〔2020〕6号）和省教育厅等部门印发的《安徽省

无证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

就开展全县无证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幼儿

提供有质量的学前教育、通过开展排查摸底，限期整改、依法取

缔，督促检查，坚决查处未经审批机关审批擅自举办民办幼儿园

的行为，确保无证园全部治理完毕，切实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

维护正常的学前教育管理秩序，保障幼儿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整治要求。

1. 坚持解放思想。要深刻认识无证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对

促进我县学前教育发展，切实保障幼儿合法权益的重要性，进一

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认真组织研究，制定切

实有效工作方案，拿出实招硬招，打破无证幼儿园整治壁垒。

2. 坚持属地管理。落实政府责任，各乡镇要建立无证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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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落实无证幼儿园整治具体工作，

摸清无证幼儿园底数与基本情况，深入排查问题隐患，建立台账，

分类治理。

3. 坚持部门联动。建立由县教育体育局牵头，县政府办、

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卫生健康委、县市

场监管局、县消防大队等部门参与的工作协同机制，开展无证幼

儿园专项整治；建立无证幼儿园整治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制定无

证园整治长效机制。通过部门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4. 坚持分类治理。按照“办证一批，取缔一批，一园一案，

全部整改”的原则，对无证幼儿园情况进行分类梳理、分类整治、

有效整合，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逐

园明确整改内容、整改措施、整改时间，避免简单化处理和“一

刀切”。要妥善处理无证幼儿园安全问题与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之

间的矛盾，坚持疏堵结合，为人民群众提供“普及”、“普惠”、“有

质量”的学前教育。

5. 坚持标本兼治。在无证园专项整治过程中，要认真分析

无证幼儿园分布情况与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下大力气扩大学

前教育资源，特别是增加普惠性幼儿园学位数，引导家长选择规

范、合格的幼儿园。

二、实施步骤

无证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分为摸底排查、分类治理、核查验

收三个阶段。

（一）摸底排查（2020年 8月 30日前完成）。

各乡镇要充分动员部署，调动相关部门力量，按照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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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的《安徽省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试行）》（皖教基〔2014〕

13 号）文件要求，对辖区内的无证幼儿园展开拉网式排查，确

保一个不漏，摸清底数和问题情况，确定准入、整改、整合、取

缔对象名单，找准安全、卫生、设施、师资、保教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登记造册，形成工作台账。

（二）分类治理（2020年 12月底前完成）。

各乡镇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针对无证幼儿园存在的突出问

题，进行集中综合治理，对无证幼儿园逐园下达告知书，分类提

出处置意见，明确整改意见和时限，并督促落实。

1. 对基本符合办园标准且通过整改能够达标、无安全隐患

或整改后可消除安全隐患、符合幼儿园布局规划的无证幼儿园，

由所在乡镇学区管委会牵头，指导、帮助、督促其按规定进行整

改。达标后，县教育体育局依法依规按程序验收、审批并核发办

学许可证。整改期间，要重点监控，确保暂存期间在园幼儿的安

全和健康。

2. 对于无安全隐患或经整改后可消除安全隐患，但短期内

达不到基本办园标准且在园幼儿分流困难的，当地学区管委会要

逐园予以建档立卡并派人驻园协助治理，结合本辖区实际，引导

推动无证幼儿园积极改善办园条件。

3. 对于不具备基本办园条件，且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无证

幼儿园和不愿整改、整改不到位，不能达到保障幼儿安全和健康

等基本要求的无证幼儿园，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取缔，

并做好在园幼儿的分流安置工作。

取缔过程中，由各乡镇人民政府牵头，乡镇学区管委会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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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主动配合，协调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开展联合执法。学区

管委会要做好依法取缔行动的政策宣传解释工作，各乡、镇人民

政府要对被取缔的无证幼儿园进行公示公告，妥善做好被取缔无

证幼儿园在园幼儿的安置及幼儿家长的稳定工作，防止被取缔的

无证幼儿园再次开班招生。辖区派出所要配合做好无证幼儿园取

缔过程中的秩序维护，深入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妥善处置可能出

现的突发事件，确保联合执法工作顺利进行。

（三）核查验收。（2020年 12月底前完成）。

1. 县教育体育局督促各乡镇对照整改台账和时间表，逐一

督促整改进展情况。对凡是达到整改要求的，要督促其尽快审批

或备案。

2. 专项整治过程中，怀远县无证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要加大督查力度，将专项督查贯穿专项治理各阶段，对各乡

镇开展工作的进度和效果进行督查，对未落实的工作和存在的问

题加大督查力度，直至完全达到对无证幼儿园专项整治的要求。

3. 加强督查指导。县政府督查室将加强对治理过程和治理

结果指导督查，按照上级要求，对推进不力、进展缓慢的乡镇下

达督办单，对落实不力、整改不到位的乡镇进行通报。

三、职责分工

成立怀远县无证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在县教育体育局，负责统筹推进无证幼儿园治理专项工

作。

（一）县教育体育局负责联合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对无证园进

行摸排、提出整改要求、督促无证园尽快落实整改要求，稳妥安



11

置被取缔的幼儿园在园幼儿，建立整改合格幼儿园白名单，向社

会公布专项治理结果。

（二）县公安局、县司法局抓好安全检查、法治宣传、行政

执法等工作，负责无证幼儿园专项治理过程中的执法保障工作，

对无证幼儿园治理过程中阻碍执行公务、妨害公务等行为依法予

以处罚；配合县教育体育局对整改的无证幼儿园内部治安保卫工

作进行监督指导，对整改过程中的无证幼儿园进行定期检查和随

机抽查，确保无证幼儿园严格落实治安保卫相关规定。

（三）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要从幼儿园建设、园舍房屋安全等

方面配合清理整顿，配合县教育体育局加强园舍房屋安全排查，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疑似危房要及时进行鉴定，依据危房类别，进

行整治，防止事故发生，确保园舍安全。

（四）县卫生健康委配合县教育体育局，做好无证幼儿园整

改的卫生保健指导相关工作。

（五）县消防大队负责无证幼儿园的消防设施检查，消防安

全教育和指导，配合县教育体育局对整改过程中的无证幼儿园进

行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查处无证幼儿园无食品经营许

可违法行为。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要高度重视无证幼儿园攻坚治

理工作，确定一名分管负责同志亲自抓无证幼儿园攻坚治理。要

比照县级组织构架建立由学区管委会牵头，相关职能部门配合的

专项治理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分工，切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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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联席会议、联合执法等工作制度，创新工作方式，通过有

效整合等措施，抓好落实，使无证园治理专项行动不走过场，取

得实效。

（二）加强宣传引导。要利用广播、网络、宣传条幅、宣传

单等多种形式，开展广泛宣传，将进入无证幼儿园的危害以及接

受正规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讲清楚，引导家长选择规范、合格的幼

儿园。

（三）确保社会稳定。对取缔的无证幼儿园，要逐一制定预

案，做好举办者和家长的工作，并妥善安置在园幼儿。对可能出

现的异常情况要有应对处置预案，确保取缔决定依法、平稳执行，

要防止激化社会矛盾，避免出现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四）强化追责问责。各部门要提高认识，密切合作，联合

治理，共同推进无证幼儿园攻坚治理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对无证

幼儿园攻坚治理工作思想不重视、措施不彻底，推进不积极、责

任不落实、组织不得力、执法不严格的要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及负

责人的责任。

附件：怀远县无证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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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怀远县无证幼儿园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维侠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崔 伟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成 员∶常问之 县政府办副主任

刘纪春 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李红兵 县公安局副局长

赵汉文 县司法局副局长

王 峰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党委委员、监察大队大队长

陈家琳 县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

吕宏祥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马 伟 县消防大队大队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教育体育局，刘纪春同志兼任办公室

主任，负责统筹协调推进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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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政人字〔2020〕5号

怀远县人民政府
关于王子军同志免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研究，决定：

免去王子军同志的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职务。

2020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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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政人字〔2020〕6号

怀远县人民政府
关于王文宝、高士东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研究，决定：

免去王文宝同志的县信访局副局长职务；

高士东同志任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挂职，时间二年）。

2020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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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政人字〔2020〕7号

怀远县人民政府
关于林长焜同志任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研究决定：

聘任林长焜同志为怀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聘期三

年。

特此通知。

2020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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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远县人民政府 2020 年 8 月份大事记

8月 2日，潘明生县长赴常坟镇永平岗村庄台、荆山湖退洪

闸调研防汛救灾工作，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朱伟陪同。

8 月 10日，潘明生县长赴淝南镇徐湾村、龙亢镇韩庙村、

县经济开发区龙亢园区调研脱贫攻坚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8 月 11日，我县开展三季度征迁工作集中观摩活动并召开

推进会，县领导四大班子领导汪若怀、潘明生、邹运飞、郭长富、

崔兴浩等参加活动。

8 月 13日，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贺泽群赴我县调研脱贫攻坚

工作，潘明生县长陪同调研。

8月 14日，我县召开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现场观摩调度

会，县领导汪若怀、潘明生、郭长富、崔兴浩等参加会议。

8 月 17日，市委汪莹纯书记赴我县调研灾后重建工作，潘

明生县长陪同。

8月 18日，潘明生县长主持召开县政府 2020年第 5次县长

办公会，副县长路军、袁龙星、赵凯、高剑、张明廷、李维侠、

刘明参加会议，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徐元景列席会议。

8 月 18日，潘明生县长赴荆山镇苏集村、榴城镇涡南村实

地调研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情况，副县长张明廷参加调

研。

8月 19日，我县召开 2020年总河湖长会议，县领导汪若怀、

潘明生、崔兴浩、路军、赵凯、高剑、张明廷、刘明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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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怀远县集中发放 45辆农村改厕后续配套设备（吸

粪车），副县长刘明出席发放仪式。

8 月 21日，怀远（温州）汽车零部件产业合作恳谈会在浙

江温州成功举行。县委书记汪若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邹运飞、

县政协主席郭长富、副县长赵凯、县政协副主席随学文出席会议。

8月 25日，潘明生县长赴淝河乡红星村督导“两聚焦一兜底”

大排查工作和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

8月 26日，潘明生县长主持召开县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62次

常务会议，副县长路军、袁龙星、赵凯、高剑、张明廷、李维侠、

刘明出席会议，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徐元景列席会议。

8月 27日，王诚市长赴荆山湖行蓄洪区调研“四启动一建设”

工作开展情况，潘明生县长陪同调研。

8 月 28日，潘明生县长主持召开第三季度安全生产、消防

安全暨食品安全委员会会议，副县长路军、袁龙星、高剑出席会

议。

8 月 28日，潘明生县长赴怀远一中新校区调研新生入学准

备工作，副县长李维侠陪同。

8 月 31日，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潘明生主持召开县十七

届人民政府 60次党组会议，县政府党组成员路军、袁龙星、赵

凯、高剑、张明廷、李维侠、刘明参加会议，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徐元景列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