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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高岭
乡创新普法工作方式，积极做
好法治宣传教育，切实增强普
法工作实效，为创建平安高岭
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该乡定期开办“法治教育讲
座”、“法治进校园”等普法活
动，利用重点节日和文化场地，
到各村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宣传
活动，发放法律宣传手册等相关
材料。精心打造法治文化广场，
让群众在休闲健身时感受法治文
化的熏陶，增强法治理念。开展
新媒体宣传，把微信公众号及调
解员、法律顾问联系方式等张贴
到村委会公示栏，积极打造普及
法律知识、传播法律文化、弘扬

法治精神的新平台。
结合职能工作，增强普法

合力建设。在开展人民调解、
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工作
中，有针对性地适时开展普法
教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
群众关心的政策和实用的法
律，使调解双方、重点人群及
广大群众知法懂法。加强沟通
协作，联合乡派出所、团委、
妇联、综治办等相关职能部
门，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扩大普法宣传覆盖面和影响
力。司法所设立一村一法律顾
问，让群众不出村就能享受到
法律服务，及时得到法律援
助。 （通讯员 唐黄琴）

高岭多举措做好法治宣传

本报讯 8 月 4 日上午，万
合恒业创二代爱心协会捐赠暨
宿松县破凉镇“万合梦想小
学”在该镇新耕小学礼堂举行
揭牌仪式。

万合恒业爱心协会自2016
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访了几百
家贫困家庭，资助三所“万合
梦想”小学，分别是湖南张家

界桑植县向家坪小学、贵州省
道真自治县大连小学、安徽省
安庆市宿松县新耕小学。据了
解，此次揭牌仪式，该协会为
新耕小学筹集善款 7.3 万元，
学习用品1.2万元。同时，每年
还将进行回访和捐助活动，让
希望的光芒照亮孩子们的未
来。 （记者 方文）

“万合梦想小学”
在宿松县新耕小学举行揭牌仪式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宿松
县开展乡村干部本领提升行动、
农村党员“双培双带”引领行
动、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专
项行动、风险防范化解行动，
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

该县加强集中轮训、学历
教育、双技培训和跟班学习等
工作，增强乡村干部政治素质
和工作本领。举办乡村干部专
题培训班 5 期，培训 800 余
人。选派72名村干部参加学历
教育。选派30名村党组织书记
到芜湖鸠江、黄山等地挂职锻

炼，有效增强了为民服务能
力。把党员、干部培养成发展
能手，把发展能手培养成党
员、干部，带头致富，带领群
众共同致富。目前该县建立

“双培双带”基地72个，较好
发挥了基地示范带动作用。实
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2019—
2022）四年规划，进一步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建立组织工作
风险清单、措施清单和责任清
单，明确20条具体措施，切实
抓好防范化解工作。

（通讯员 周发勤）

宿松“四项行动”加强农村基层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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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宿松县二郎镇因地制
宜，坚持把精准扶贫作为富民战略的

“重头戏”，以脱贫攻坚统领农村工
作，以精准扶贫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让人民群众的脱贫致富路越走越宽。
截至目前，该镇共脱贫 1683 户 5619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02%。

基础建设夯实脱贫路

8月 5日下午，在该镇界岭村大
河路施工现场，十几名工人正在忙着
搬运砂石，压路基，浇筑路面。为保
证工程质量，老村干洪泽友当起了义
务监督员。“为了尽快修通这条道
路，施工队每天要忙到两三点。他们
这么辛苦，我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发
挥余热带头做点事。”洪泽友说，如
果天气晴好，这条长958米、宽4米
的水泥路还有三天就能完工。

连接通县的大河路，原先是砂石
路，又窄又破，通行极不方便，周边
6个村民组群众去县城要绕行至二郎
集镇。今年，该镇大力推进农村公路
扩面延伸工程项目，投资47.94万元
重修大河路。去年底，二郎镇投资20

多万元，对宿两公路卓岭段全线实施
了亮化工程，安装路灯88盏，受益群
众2000多人。

“作为脱贫攻坚的基础保障，搞
好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夯实村
民的生活品质。茯苓村和三冲村分
别作为 2019 年美丽乡村，省、市级
中心村即将启动建设。不久后这里的
环境会更靓，群众的日子会更美。”
该镇党委书记余菽华介绍说。该镇先
后共完成49条总长47.28公里道路的
拓宽硬化，群众出行变得安全、方
便、快捷。

教育资助铺就成才路

今年高考成绩揭晓后，界岭村新
街组的吴桂枝老人一直高兴得合不拢
嘴，因为她的孙子邓升旭取得了
553 分的好成绩。“感谢国家的好政
策，多亏了干部们的帮助，孩子才能
一直读书，考上大学。”吴桂枝激动
地说。

原来，15年前，邓升旭的父亲在
外打工时意外去世，母亲随后改嫁，
至今杳无音讯，他和姐姐邓玲玲由奶

奶抚养长大。吴桂枝深知读书是孩子
们的唯一出路，尽管家庭贫困，她依
然含辛茹苦供养孩子上学。村里得知
情况后，主动联系学校申请教育资
助。最近几年，邓玲玲大学每年享受

“雨露计划”3000元资助，还能申请
8000元助学贷款，邓升旭就读的宿松
中学每学期不仅为他免除了850元学
费，还给他发放了1500元助学金。

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良好教
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
径。二郎镇牢牢把握扶贫重在扶智的
理念，完成对幼儿园至大学在读的贫
困户家庭子女全覆盖资助。仅 2019
年，该镇对摸底排查出来的幼儿学
生、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中职
生共1064人进行教育资助，发放资金
82.9875万元。同时还为132名在校大
专学生申请“雨露计划”资助，全镇
无一名贫困户家庭子女因贫辍学。

光伏项目拓宽致富路

前不久，卓岭村油坊组贫困户沈
传兵收到了今年光伏发电站的收益分
红997元，这已经是他第四次获得这

笔钱了。
2017年 9月，卓岭村无偿提供5

亩土地，通过“户户联建”的方式，
建起了光伏扶贫电站，直接受益贫困
户37户。三年来，该电站共产生收益
17余万元，户均增收4734元，有效增
加了贫困户家庭收入，拓宽了他们的
致富门路。

“光伏扶贫是贫困户稳定增收的
重要举措。2015年以来，我镇利用光
伏扶贫措施，对贫困人口中的‘三无
人员’进行产业到户帮扶，共实施了
三批242户光伏项目，人均稳定年收
入3000元以上。”余菽华说。

该镇建立完善的利益联结和带贫
减贫长效机制，将光伏扶贫形成的村
集体收入，大部分收益以开展公益岗
位扶贫和奖励补助扶贫形式用于贫困
户直接增收，小部分收益用于村内小
型公益事业扶贫，安排专项管理维护
经费，对电站进行日常维护，积极探
索光伏扶贫新思路。 通讯员 何晓

精准扶贫绘新景 脱贫致富路更宽

本报讯 近日，宿松县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办公
室牵头组织公安、市监等部
门，配合程岭乡政府开展联
合执法，对该辖区范围的两
个非法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检
查并予以取缔。

7月初，该县教育局针对
少数校外培训机构利用暑期重
新办班的现象，制订了《宿松
县校外培训机构暑期专项治理
工作方案》，要求各乡镇学区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行全
面治理，对对抗执法检查的非

法校外培训机构，由辖区执法
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罚到位，
同时由当地派出所按照有关规
定查封到位。检查发现，程岭
乡两个非法培训机构为社会人
员和在校大学生举办，办学环
境恶劣、办学条件简陋、用水
用电及房屋等均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执法组分别约谈了举办
者和参与者，宣传了相关政
策，同时对办学场所张贴了封
条，下达了停办通知书，责令
举办者立即安全遣散学生。

（通讯员 邓家骝）

宿松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再“亮剑”

宿松县五里乡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高效高质推进“三圩合
一”水利工程、安九高铁等重点工
程征地拆迁工作，确保国家重点项
目建设顺利推进。

聚焦组织，把党员凝聚在一
线。坚持“哪里有重点工程项目、
哪里就有党组织”的原则，将43名
乡村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临时党支
部。充分发挥党小组作用，根据不
同工作任务，分为征地拆迁丈量、
困难帮扶、补偿款发放、综合协
调、矛盾纠纷化解等5个党小组。通
过组织“党员突击队”，设立“党员
先锋岗”等形式，为推动重点工程

建设注入强大动力。去年该村圆满
完成“三圩合一”重点水利项目征
地拆迁任务，今年安九高铁项目拆
迁也已基本完成。该村村民叶友元
惊讶地说，“没想到这个重点水利项
目推进得这么快，给六圩带来的变
化这么大！”

聚焦激励，把形象展现在一
线。为了确保重点工程顺利推进，
乡村两级干部白天坐在一起汇总进
度，讨论对策，分配任务；晚上就
进村入户，不厌其烦地发动群众配
合做好项目拆迁相关工作。“虽然眼
熬红了，嗓子哑了，但看到拆迁清
障工作如期完成，心里感到非常自
豪！”六圩村党总支书记王文辉深有

感触地说。围绕服务和促进重点工
程项目这一核心，五里乡党委建立
健全了例会调度、工作督查、考核
激励等制度，并对在项目建设中作
出重大贡献的党支部、党员干部、
普通党员给予奖励，对在项目建设
作出贡献的困难党员进行关爱救
助，调动了党员干部服务项目建设
的积极性。

聚焦引领，把作用发挥在一
线。在重点工程项目推进过程中，
六圩村两委干部带头到重点工程项
目一线，及时开展工作协调，化解
矛盾纠纷，解决群众困难，做到关
键工作党员干部领着，事关民生问
题党员干部盯着，以实际行动把服

务送到心坎上，打通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同时，村党总支部
委员会开展了以“主动走访、定点
约访、定期回访”为主要内容的工
作机制，建立了“互联网+”为途径
的民生诉求通道，有力地维护了社
会稳定。目前，该村党总支部全体
党员共夜访群众 1255 户 3600 余人
次，收集意见和建议105条，化解征
地纠纷40余起。

通讯员 陈明杰 余婷

党建引领聚合力 征迁一线当先锋

◀暑假来临，宿松县孚玉
镇妇联联合知阅绘本阅读馆开
展为期两个月的亲子阅读活动,
让孩子们捧起一本书爱上阅读。

通讯员 陈巧梅 摄

图图 说说

▲7月30日，宿松县启动2019年征兵体检工作。分别来自该县东
北新城、千岭乡、趾凤乡、陈汉乡、华阳河农场的应征青年接受了体
检。征兵体检工作将持续至8月6日结束。 通讯员 王宇平 摄

▲近日，安徽医科大学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在宿松县汇口镇
举行2019年“健康扶贫青春行”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活动,他们分两组
对该镇一百余名贫困儿童的口腔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 通讯员 石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