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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太湖县北中镇
严格落实信访工作制度改革要求，建设
阳光信访网，与县政府门户网站、网上
投诉、领导信箱、122 民生热线、12345
政府公共服务热线等服务平台对接并
轨运行，探索建立有效的网上信访工
作机制，不断让群众感受到阳光信访
的温暖。全镇共受理办理网上信访事
项89件次，按时办结率 100%，群众满
意率达98%以上。

北中镇通过电视、广播、微信、标

语、宣传牌等形式，引导群众上网反映
信访诉求，在镇村信访接待中心（站）建
立网上信访自动平台，开展基层信访干
部和“网格长”“联防长”业务培训，由他
们手把手教不会上网、不会用网的群众
操作网上信访自助平台。通过手机信访
APP和微信公众号，方便群众通过手机
终端快捷反映信访问题，实时查询办理
情况。建立了“三见面、一会办、两评价”
网上信访办理机制。即镇信访接待中心
收到投诉后同承办单位分管领导见面，

承办单位分管领导同具体承办人员见
面，承办人同信访人员见面；重大疑难
网上信访事项，镇领导每周主持召开
一次信访联席会议分析研判，有针对
性制定措施，推动矛盾问题解决；事后
评价和回访评价，事后评价由信访人
对信访部门和责任单位工作人员的服
务态度、工作效率等方面进行满意度
评价；回访评价是在信访事项办结后，
镇信访接待中心工作人员向信访人电
话回访或走访，由信访人对承办单位处

理意见落实情况进行评价。
同时，该镇还充分做好社情民意的

收集和整理分析，畅通解决难题与办好
实事的快速通道。开展“三级干部带案
下访”行动，镇党政班子成员包村、村两
委干部包组、村联防长包户，针对村民
网上反映的问题，镇主要领导亲自带领
相关部门现场会办，打通为民服务问题

“最后一米”，做到矛盾纠纷“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

（通讯员 吴承钺）

办结率100% 群众满意率98%以上

阳光信访让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

本报讯 近段时间以来，怀宁县
城管局加大环卫保洁力度、加强对县
城的餐饮油烟和建筑消纳场监管巡
查力度，提升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推
进文明城市建设。

怀宁县城管局加大环卫保洁力度，
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城区作业范围内
配置了电动扫地车27辆、洗扫车14辆、
冲洗车5辆、洒水车9辆。加大城区主次
干道洒水保洁频次，对重点道路周边每

天（非雨雪天气以及0℃以下）洒水频
次不低于8次，其他地方洒水频次为4
至6次；辅道、人行道增加小车洒水，每
日洒水4次。规范环卫保洁作业流程，要
求司乘人员按规定速度、水量进行路面
洒水作业，确保洒水保洁效果。出动机
扫车和高压喷雾抑尘车，全天候作业，
对主次干道进行洗扫吸尘和喷雾抑尘。

加强对餐饮油烟和建筑消纳场监
管力度。协同环保执法人员开展县城区

各类小餐饮业油烟整治工作，对于未按
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装备，现场下发《限
期整改通知书》，并进行后续督促，县城
区内餐饮经营户347户已全部安装油
烟净化器。强化日常监督，对餐饮单位
排烟管道设置不合理、管道未密封等行
为，发现一起整改一起，已督促15户重
新安装排烟管道并做好管道密封。加强
对建筑消纳场的日常监管，常态化组织
工作人员到渣土运输工地现场进行巡

查管理，督促三家渣土公司在运输作业
期间严格做好覆盖、冲洗、清扫等防尘
降尘措施。

加大巡查力度，按照网格化与精细
化管理要求，加大对饮食街及市民广
场、文化广场等重点区域的夜间巡查力
度和密度，对露天烧烤、出店经营等现
象进行长效监管。宣传禁止焚烧秸秆的
相关政策。

（通讯员 汪圆圆）

多措并举提升城区环境空气质量

本报讯 连日来，宿松县佐坝乡
扎实推动残疾人无障碍改造项目，提
升重度残疾人幸福感、获得感。

佐坝乡结合残疾人信息数据动态
更新调查和入户走访摸底，掌握重度
残疾人无障碍改造需求，建立“我为群
众办实事”项目清单。根据残疾人的不
同特点，针对其因残疾所丧失的功能，

对残疾人家庭基础性设施改造进行评
估。然后对残疾人家庭基础设施进行
系统无障碍改造，包括建造轮椅坡道、
安装过道扶手、改造卫生间、安装热水
器、坐厕器等，切实提升重度残疾人居
住环境。今年，该乡计划为3户重度残
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项目，已全
部完成改造。（通讯员 鲍婷婷）

无障碍改造暖人心

本报讯 连日来，桐城市龙眠街
道组织人力、机械设备，在龙眠河长
生段、王墩段开展河道“五清”行动，
致力实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
治理目标，建设幸福河湖。

此次整治共投入资金6万余元，
施工队伍动用两台大型机械，对1.5

公里长河床上的芦苇、杂树进行清
理，砍伐河岸两侧的杂草树木，清
运岸坡上的生活垃圾，对河道内小
菜园进行了集中清理。同时，该街
道加大宣传，引导居民提高生态环
保意识，自觉参加巡河、护河。

（通讯员 汪向军 包宗群）

集中整治河道 建设幸福河湖

本报讯 11月3日，一场特殊的庭
审在桐城市大关镇歧岭村进行，桐城市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前往被告人孙某
家中，开庭审理其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

3月22日21时，被告人孙某驾驶
普通摩托车，与李某驾驶的小型轿车
发生碰撞，造成孙某受伤，两车不同
程度受损。后经鉴定，事发时孙某血
液中酒精含量为 106mg/100ml，属于
醉酒驾驶机动车。

由于孙某在本次事故中受伤严重，

行动不便，在公诉机关提出公诉的同
时，承办法官建议将庭审地点变更到被
告人家中。虽然庭审现场与平日的法庭
有所区别，但整个庭审过程严格遵守法
律程序，规范有序。庭审结束后，承办
法官当庭进行了宣判，孙某以危险驾驶
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一千元。孙某表示已深刻吸取教训。这
场开在被告人家中的特殊庭审，既让
被告人感受到了法律的威严，又彰显
了司法的人文关怀。（通讯员 谢莎）

特殊庭审彰显人文关怀

截至2017年底，我国报告现存活
感染者75.9万例；通过艾滋病检测，
2017年当年我国诊断报告的感染者
为13.5万例。

近年来，通过检测并诊断报告的
感染者中，每100个就有90个以上是
经性途径感染。发生不安全性行为，
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国还有相当
一部分的感染者因没有接受检测并
不知晓自己感染状况。

检测对个人的好处

通过检测可以尽早发现自己是
否感染艾滋病，早发现才可以早治

疗，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既保护
自己免受病毒的进一步侵害，也保护
性伴侣，避免艾滋病进一步传播。

哪些人需要检测

1、有高危性行为史；
2、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
3、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者；
4、在非正规医疗单位拔牙、纹身者；
5、其他情形：梅毒、淋病、尖

锐湿疣等性病患者；准备结婚的伴
侣建议婚前检测；孕妇建议在刚发
现怀孕时检测；感染了艾滋病的妈
妈生的宝宝。

艾滋病为什么需要检测

11 月份，怀宁县秀山乡司马村操
塘村民组的家庭农场迎来了稻熟鱼肥

“双丰收”。在这片稻虾鱼共生种养基
地，2台收割机正交替收割100余亩桃
优香占水稻；农场员工在辛勤捕捞套
养的秋鱼，预计水稻亩产达 1010 斤，
养殖鱼亩产收益200-300元。

通讯员 程玉姣 摄

稻熟鱼肥

双丰收

本报讯 秋冬之际，天干物燥，
正是森林火险高发突发之时。近日，
宿松县趾凤乡人武部联合乡应急办、
林业站组织民兵应急分队开展森林
防火扑火演练，提升民兵应急队伍在
森林火灾中的应急处置能力，储备森
林防火应急力量，应对多种形势下发
生森林火灾的情况，全面提高森林火
灾扑救的战斗力，预防和遏制森林火
灾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和国家森林资源安全。

趾凤乡坚持“防打结合，预防为
主”方针，加大组织队伍建设和经费投
入，配齐扑救装备，强化火源管控，积

极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巡查、火情报
告、火险通报等工作制度，认真落实民
兵日常巡逻、现场值守制度，组建森林
防火应急分队，极大提升了民兵队伍
应急能力和森林防火专业素质。

此次演练结合乡情实际，从实战
需要出发，组织民兵熟练森林防火预
案、防火常识、应急救援、装备器材操
作使用等科目；对火灾扑救中的火情
报告、队伍集结、组织机动、展开行动
等进行模拟演练，确保在突发森林火
灾时能够“拉得出、用得上、起作用”，
确保民兵队伍的战斗力和执行力。

（通讯员 贺海鹏）

趾凤乡开展森林防灭火演练

本报讯 今年以来，迎江区龙狮
桥乡以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
点，构建多功能文化阵地，创新公共
文化服务模式，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和幸福感。

龙狮桥乡围绕资源整合，不断夯
实文化服务阵地，对综合文化站进行
了全面改造和特色提升，总占地面积
400余平方米，内设多媒体室、图书
阅览室、电子阅览室、体育健身室、

书画作品展厅、实践科技角，兼具党员
教育、市民教育、文化宣传、科普宣传、
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每天向辖区居民
免费开放。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志愿者
队伍力量，提升服务水平，累计招纳志
愿者100余名。推进社区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建设，实现7个社区全覆盖，与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相融共促，形成“一
站一特色”的服务品牌。

龙狮桥乡围绕重大活动，不断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深入推进学习党史活
动，多元多样开展主题活动宣讲,以传
统节日、重大节庆日为节点，定期开展
利于文化传承、展现爱国情怀的“诗歌
朗诵”“红色经典阅读会”，打造龙狮桥
乡“缘梦节”特色文化品牌。充分利用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建立起由5类96个项
目组成的特色活动清单，组织开展各类
文化活动近50场次，为辖区群众献上
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同时，该乡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
式，多形式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不断提
升群众幸福指数。开展以红色主题、绿
色环保、安全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特色课
堂，；举办风力发电器、压力取水机等科
普主题活动，让青少年学生寓教于乐。
举行“黄梅飘香传新风”文艺活动为戏
剧爱好者送去精神食粮，为群众提供近
在身边的新鲜文化享受。

（通讯员 周伟娟）

文化惠民提升群众幸福感

本报讯 11月6日，随着菱北办事
处同安社区党员大会上《国际歌》的奏
响，安庆经开区菱北办事处13个社区
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顺利拉下帷幕。

自全区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
工作开展以来，菱北办事处党委高度重
视，坚持政治导向、严格组织流程、严肃
换届纪律，以“选出忠诚过硬队伍、换出
团结协作班子、营造风清气正生态、形
成干事创业氛围”目标，紧扣年轻化、知
识化、专业化要求，扎实推进13个社区
党组织换届工作。

办事处党委第一时间召开动员部
署会，充分强调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
识，切实把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作

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科学布局谋
划，周密组织实施。换届前做好干部“政
治体检”，对社区“三资”管理及重要事
务、重点工程、重大支出等内容进行全
面审计，防止出现“带病换届”。换届时
全程蹲点指导，建立班子成员包保责
任制，实行领导包社区与换届责任相
捆绑，从准备工作开始到整个换届完
成实行一包到底。并先后 2 次召开专
题会议对换届工作进行部署推进，压
紧压实换届工作责任。

按照“两推一选”要求，履行法定程
序，细化换届流程和时间节点，倒排工
期表，实行挂图作战，建立“日报告、周
调度”工作机制，及时掌握换届进度，密

切关注重点程序，确保换届工作程序合
法、过程公开、结果有效。各指导小组，
从换届部署启动，实行蹲点包保，全程
跟进指导，并根据阶段工作内容、时间
节点要求、疫情风险防控，依次平稳有
序推进各项工作。同时，配合出台《关
于严肃社区“两委”换届选举纪律要求
的通知》，全程严明换届工作纪律，严
肃执纪问责，确保选举依法依规，换届
氛围风清气正。

通过此次社区党组织换届，13个社
区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42.7岁；党组
织委员平均年龄40.6岁，较换届前下
降2岁；大专以上学历达到90%。新
一届社区党组织班子实现“一降一升

一优”，平均年龄普遍下降，整体学历
全面提升，功能结构更趋优化，凸显
年轻富有活力、知识富有能力、基础
富有群力的鲜明特点。

“我们将以社区党组织换届的圆满
完成为起点，进一步抓好社区党组织
新老班子交接、履职培训等工作，总
结好社区党组织换届经验做法，扎实
推进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全面
提高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服务能
力、服务水平、服务特色，高质量推
动社会治理、社会服务，为助力打造

“五个宜城”贡献力量。”菱北办事处有
关负责人表示。

（通讯员 方静 朱勇杏）

年龄下降 学历提升 结构优化

菱北办事处高质量完成换届工作

迎江区长风乡把农家书屋建设作为一项文化惠民工程，实现11个村农家书
屋全覆盖，并配备农家书屋管理员，，将农家书屋打造成党史学习教育的“加油
站”、孩子们课外学习的“好课堂”、村民学习技术的“黄金屋”，通过组织开展丰
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真正让农家书屋动起来、用起来、活起来，不断增
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 通讯员 王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