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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大家注意喽！最近有没
有遇到什么矛盾纠纷或者想要解决的
难题！如果有请到我这里来登个记，我
统一上报给村委会！”9月1日一大早，
怀宁县三桥镇双塘村村医、老党员黄汪
贵利用上班前的间隙，在村民组里吆喝
了一圈。作为一名老党员，黄汪贵要经
常走访自己联系的十几户群众，传达近
期各项政策规定和重点工作安排，了解
群众的困难及对镇村工作的意见建议。

三桥镇积极探索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基层治理理念，鼓励辖区内9
个村（社区）出台自己的《村规民约》、成
立村（居）民理事会、建立健全村（居）民
议事机制，将村（社区）里重大事项交由
村（居）民集体讨论决定。遇到难以解
决的矛盾纠纷或者疑难问题，各村（社

区）就组织村（居）民组代表和“五老乡
贤”召开评议会，“村民的事村民评”“群
众的事群众议”。南方村因为辖区内实
施的S238、珠流河治理等项目，导致土
地征收、山林权属、集体资产分配等各
类矛盾纠纷较多。为破解这个“难题”，
在镇纪委、综治办的牵头下，该村大力
推行民主监督、民主协商、民主决策，在
全镇率先推行信访评议会制度，采取

“面对面”“群众事群众议”等形式，对群
众的诉求进行公开评议，及时化解了大
部分民间矛盾纠纷。

同时，三桥镇各村（社区）充分调动
热心镇村建设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
师、老组长、老军人，发挥“五老”人员情
况明、离得近、懂政策、威望高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调解村（居）民组的矛盾纠

纷。曹某曾是南方村一个上访户，因为
村民组人居环境整治用地问题多次上
访。后经过“五老”们的政策解释和思
想疏导，曹某彻底转变了以往的过激心
态，并表示主动配合做好村民组的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今年以来，该镇充分发
挥“五老”作用，调处矛盾纠纷120余起。

同时，三桥镇按照“排查得早、发现
得早、控制得住、解决得好”的要求，全
面掌握、有效调处各村（社区）和各部门
存在的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重点抓
好信访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隐患和新
的利益群体因互相攀比可能引发矛盾
纠纷苗头的排查调处，着力解决影响社
会稳定的热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各
村（社区）的“联防长”、“单元长”和“网
格长”作用，在辖区内进行了多次大规

模的矛盾纠纷排查、重点人群摸底，对
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能自己解决的就自
己解决，无法解决的就上报镇综治中
心，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今年以来，该镇共排查出矛盾纠纷59
起，已全部调处完毕。

该镇还将党的建设、基层民主法治
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与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体系建设等工作统筹推进，注重创
新，打造特色，因地制宜开展工作，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
供坚强保障，努力走出满足群众需要、
顺应时代需求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全力打造“平安三桥”。

（通讯员 张徐）

村民自议 五老劝导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平安三桥”为美好生活提供坚强保障

本报讯 宿松县汇口镇位于皖、
鄂、赣三省结合部的安徽省西南边陲，
辖11个行政村，13661户、50089人。今
年以来，汇口镇坚持以创建“平安汇口”
为目标，切实做好综合治理工作，为新
时代汇口镇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社会治安环境。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汇口镇
把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重点工
作任务摆在突出位置，积极组织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活动，有力有序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该镇立
足本地实际，强化为民担当，从最困难
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
最特殊的群体出发，努力让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汇口镇结合实际，制定并出台了
《关于开展平安关爱行动实施方案》的
通知，对全镇涉毒人员、重性精神障碍
患者等重点特殊人员进行摸底排查，对
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以及就业情
况进行详细登记，做到底子清、情况

明。通过介绍就业、生活救助、政策宣
传、定期走访谈话等方式，因户施策，为
每一位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问题，将关爱
送到每位需要的群众心中。截至9月
初，全镇在册涉毒人员121人，重性精神
障碍患者36人。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汇口镇全镇党
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全面树立责任意
识。该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每天安排人
员值班值守接待群众来信来访，认真倾
听群众的诉求和心声，做到事事有答复，

件件有落实，切实为群众将信访诉求认
真办理，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好事、办真
事。截至9月初，全镇接待群众来信来访
40件，调处完毕40件，调处率100%。

同时，该镇还组织开展平安集中宣
传月、禁毒、反邪教、“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八五普法”等宣传活动26次，切
实增强了广大群众法治观念和平安意
识，夯实了平安建设的群众基础，为建
设和谐稳定、幸福美好的平安汇口筑牢
了综治堡垒。 （通讯员 唐文亮）

接待来信来访40件 调处完毕40件

汇口镇强化为民担当促进平安创建

本报讯 连日来，随着疫苗接种
工作深入推进，迎江区滨江街道秦潭
湖社区上下齐心协力，将疫苗接种工
作作为当前最大的民生工程，共筑全
民免疫屏障。

秦潭湖社区社区通过每日微信提
醒、转发倡议书、公共场所LED显示屏、
线上线下立体式宣传网，将疫苗接种知
识传遍整个社区。将提升接种能力作
为疫苗接种的基础性工作，各小区迅速
组建一支由网格长+公安+城管+志愿者
组成的服务队伍。面对高峰期超千人
的接种流量和高温酷暑挑战，有效组织

动员力量搞好后勤保障和服务支援。
在接种点上，辖区派出所全力维护现场
交通，引导规范停车，城管队员耐心提
醒市民有序排队、保持一米间距、戴好
口罩，多名志愿者积极为群众提供“两
码”查验、预检告知、知情同意等服务。
对于企事业单位人员、商超营业员、环
卫保洁员等工作时间较为特殊的群体，
接种点开设早晚“绿色通道”，服务时间
从清晨7点开始，晚上延长至11点，千
方百计为各类群众接种疫苗提供方便。

为确保不漏一人，不少一针，社区每
日通过大数据比对，精准掌握网格内接

种情况，筛查整理出未接种人员信息，针
对未接种人群，秉持“在家人员100%见
面，外出人员100%电话联系”的要求，开
展“敲门行动”。对接种数据进行“半天
一统计、一天一通报”，同时针对工作中
暴露的问题，立行立改，打通梗阻，推动
疫苗接种“应接尽接、应接必接、应接快
接”。及时发送接种提醒短信5.7余万
次，电话提醒服务3万余人次。

同时，加强工作统筹调度及督查考
核，推动疫苗接种工作“清零”，明确社
区各网格长为“疫苗接种清零”的第一
责任人，对未完成清零的网格长进行日
通报并督促限时完成，确保完成疫苗接
种，构建起全民免疫的安全屏障。截至
9月上旬，辖区3.2万居民主动进行接种
第一针，2.7万人接种第二针。

（通讯员 王秀）

秦潭湖社区强化服务推进疫苗接种

本报讯 今年以来，桐城市新渡
镇围绕乡村振兴，着重将脱贫户和困
难群体的就业放在突出位置，在企业
和职工中间架起“联姻桥”，实现就业
稳、收入增。

新渡镇不断优化就业帮扶政策，
在稳定就业、改善民生上精准发
力。镇总工会积极对接乡村振兴办
和当地商会，举办了以“稳就业、促发
展、惠民生”为主题的招聘会，邀请80
多家企业参与招聘，收集、整理并制

作30多份脱贫户及困难家庭人员的
个人情况介绍，进行线上信息发布，
为企业直接选聘人员提供方便窗
口。通过双向选择、精准对接，目前
30多名困难家庭人员全部在当地企
业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同时，该镇深入做好“四送一
服”，帮助企业落实援企减负稳岗政
策，支持企业开设针对特殊群体的生
产线，让困难群体家庭成员灵活就
业。 （通讯员 华叶青 魏国庆）

新渡镇稳就业惠民生

本报讯 连日来，望江县杨湾镇
积极组织巾帼志愿者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志愿服务活动，对集镇内各种垃
圾、杂草、卫生死角进行整治清理。

巾帼志愿者们充分发挥“不怕
苦、不怕脏、不怕累”的奉献精神，
清理房前屋后乱堆乱放、乱贴乱画和
占道的杂物，进行路面清扫、杂草清
除。从点到面，创造干净、整洁的集

镇、村庄环境。同时，还积极向群众
宣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意义，
动员群众拿起清洁工具，为建设美好
家园贡献力量。该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还将积极通过多种途
径，广泛动员多方力量，优化整合
各种资源，组织开展多样志愿服务
活动，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满意度。 （通讯员 史敏）

巾帼志愿者助力环境整治

本报讯 宜秀区五横乡扎实开
展农村改厕问题排查治理，巩固厕改
成果，提升人居环境。

五横乡组建多支由乡村干部和
施工人员组成的专业队伍。采取不
落一村、不落一户的方法，建立问题
清单、任务清单，对全乡1000余户改
厕户进行逐户排查，按照“全面排查
到位、彻底整改到位”要求，严格实行

销号清单管理，落实边排查、边整改、
边复核措施，确保改厕质量优良、使
用有效、群众满意。同时，完善后期
管护长效管理机制，引导村民学会
简单的养护措施，建立群众投诉问
题处理机制，并不定期对农户厕所使
用情况及管护工作进行排查、督查，
确保农村厕所建好一个、管好一个、
用好一个。 （通讯员 许婷）

五横乡巩固农村改厕成果

本报讯 近日，大观区人民检察
院举办了为期2天的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读书班。

读书班邀请有关专家就“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进行了专题辅导。干警们收获

满满，纷纷表示要把思想统一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在学懂
弄通上下功夫，把学习“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检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自觉行动，以
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全面提升法律监
督的质量和效果。（通讯员 汪薇）

大观区检察院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艾滋病并非单纯的一种病

艾滋病并非单纯的一种疾病，它
又称为「后天免疫缺乏症侯群」，当人
体受到人类免疫缺乏病毒（简称HIV）
感染后，病毒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
使得人体失去抵抗疾病的能力，引发
各种临床症状并因此导致死亡。据世
卫组织估计，到2019年底为止，全球现
有约38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传播途径

HIV病毒是透过感染者的血液或
乳汁、精液、阴道分泌物等体液交换
来传染。日常生活中是是不会感染

艾滋病的，不会透过一般的亲吻、拥
抱、握手、喷嚏、共同用餐或者使用患
者的个人用品传染。而蚊虫体内无
法让艾滋病毒生存，所以也不会传染
艾滋病。

怎样预防艾滋病

安全性行为，正确使用安全套减
少感染的危险；注意血液安全，不吸
毒；不非法卖血贩血；不与他人共用
针具；避免母婴传播；感染者怀孕分
娩需要进行母婴阻断；避免母乳喂
养。从我国的艾滋病感染情况看：与
多人发生性关系，共用注射器吸毒和
非法买卖血液是最易感染。

艾滋病小知识

9月9日，怀宁县民政局组织动员县
城多家社会组织前往县思语残疾人康
复中心，开展慈善慰问活动。

连日来，怀宁县民政局结合第六个
“中华慈善日”和“安徽慈善宣传周”，积
极倡议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慈善活动。
活动现场，牙科诊所社会组织的医生代
表，为残疾儿童及家长们，讲解了残障
儿童口腔日常护理知识，同时为小朋友
们发放了精心准备的160份“爱心蛋糕”
和儿童牙刷。

通讯员 徐岳宁 万宗海 摄

汇聚慈善力量
关爱残疾儿童

今年以来，怀宁县雷埠乡以花卉苗木、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为主的林
业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不仅扮靓了乡村环境，同时更是带动农民增收、促
进乡村振兴。 通讯员 檀志扬 蒋善模 摄

本报讯 桐城市发改委贯彻落实
《长江保护法》，并结合《关于全面打造
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桐城）经济
带实施方案》，紧扣长江“1515”政策，严
把项目准入关，严禁1公里范围内新建
项目，严控5公里范围内新建项目，严
管15公里范围内新建项目。

《长江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流域

法，自今年3月份出台以来，桐城市
发改委积极组织学习，深刻领会《长
江保护法》的内涵和重要意义。积极
对接环保、住建、水利等部门，谋划
桐城市菜子湖流域水环境保护与生态
修复、桐城市长江防护林、引江济淮
沿线生态廊道、龙眠河综合整治工程
等17个生态文明建设重大项目。加快

产业绿色转型，推进双新产业园、新
渡镇、双港镇包装产业融合，打造产
业示范集群，重点推进双新产业园20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印花产业园、
工业固废循环产业园等建设。

出台了《桐城市进一步加强塑料
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强化源头治理，
抓住塑料制品生产使用的重点领域和

重要环节，有序禁止、限制部分塑料
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推广替代
产品，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建
立健全塑料制品生产、流通、使用、
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推动形
成政府、企业、行业组织、社会公众
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

（通讯员 杨林阳 周全）

桐城市发改委积极践行《长江保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