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初夏时节，走进宜秀区
罗岭镇姥山社区，放眼望去，稻田碧
绿如毯，一望无边，道路两旁月季竞
相开放，争奇斗艳。保洁人员在认真清
扫，农家小院整齐漂亮，房前屋后井然
有序。新建的文化广场上，不时传来阵
阵笑声，处处新景让人眼前一亮。

“4月初罗岭镇人居环境整治加压
推进会召开以后，我们社区迅速行
动，组织党员干部、保洁员、志愿者
等30多人，对社区内道路及房前屋后
的杂草、杂物进行逐一清理。”姥山社
区党总支书记王凯一大早就带领居民
和保洁员们清理道路两旁杂草、打扫
路面垃圾、疏通沟渠。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关系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的重要民生工程。姥山

社区严格按照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要求，对社区范围内的道路及道路两
旁绿化带、排水沟中的生产生活垃
圾、居民房前屋后和大小巷道杂草杂
物、积存垃圾等进行全面清理，做到
发现一处、清理一处、规范一处、洁
净一处，不留盲区。

人居环境整治，群众参与是关
键。姥山社区严格履行属地管理责
任，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将社
区 14 个居民组划分为 15 个网格责任
区，社区“两委”担任网格长，持续
开展环境整治攻坚行动，干部带头、
党员示范、志愿者推动、“三长”促
动，在党群互动的“党建+”模式下，
广大群众热情高涨，主动参与，一个
个突出环境问题被逐个破解，一片片

卫生死角被彻底清除，一个个群众看
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正在不断刷新村
庄“颜值”。

“自开展集中整治以来，我一直都
在参与。环境好了，我们自己的生活
也会更舒心。”姥山社区火箭组已经连
续参与整治多日的居民张建设说，如
今的姥山，绿树掩映、花草繁茂，村
庄面貌焕然一新，处处有景、户户整
洁。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不仅给当
地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更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干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社区
在环境整治中，把“文明户”“美丽庭
院”创建工作作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的重要抓手，以评选“文明户”“美丽
庭院”等活动为载体，外筑美丽“大

家”，内塑美丽“小家”，引导群众把
村庄整治当成自己的事来干，户户参
与、人人动手。

“过去村庄内外杂草垃圾较多，人
居环境差，经过整治，大家讲卫生、
爱清洁的意识逐渐提高，垃圾杂草清
理了，环境让人舒服多了，生活在这
样的环境里，大家的精气神也好。”王
凯感叹道，乡村要振兴，环境须先
行，姥山社区将持续落实“一改两
为”要求，以改善人居环境为抓手，
加大资金投入，整村推进居民组人居
环境提升，进一步提高辖区人居环境
整治水平，让村庄变得净起来、绿起
来、亮起来、美起来，让居民的幸福
指数持续提升。
（通讯员 袁楠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干给群众看 带着群众干

干群同心整治环境美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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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随着夏季来临，迎江区
立足于早防、实防、细防,不断强化措
施,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迎江区健全指挥保障体系，修订
应急预案，摸排城区易涝点11处，明确
度汛措施。对市政雨水管网进行全面
检查，清理6350座雨水井淤泥47吨，
检修固定泵站 14 座，移动泵站 120
台。强化技术支撑，依托防汛排涝信

息系统，实时定位易涝点、节制闸信
息，远程监控、采集水位数据。为一线
防汛人员配备对讲设备，落实汛期24
小时值班制，实现信息传递即时化、同
步化。同时吸收企业力量，组建17支
防汛抢险队伍，启用防汛泵车等设备，
雨天组织交警、（乡）街、企业等一线防
汛责任人在易涝地段进行实战演练。

（通讯员 夏芳芳）

强化措施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本报讯 5 月份，随着气温回
升，岳西县白帽镇2000亩高山茶园
进入采摘旺季，茶农抢抓晴好天气，
采摘新鲜茶叶，处处一片繁忙景象。

“我们在这儿帮忙摘茶已经有4、5
年了，150块钱一天，管吃管住。前前后
后总的采摘一个多月，算下来也有6000
多块的收入。”双畈村徐冲组60亩高山
茶园内，20多名茶工长期帮忙摘茶。

“茶园四月份开园采摘，上市相
对晚一些，但我们这里气候好，水
土好，产出的茶叶清香醇厚，耐冲
泡、易储藏，很受客户青睐。帮忙
采茶的工人也都是附近的村民，他
们平时在家就是带带孙子，不外出

打工。现在在家门口就有了收入，
都挺高兴的。”茶园负责人余元文
说，自己办了个茶叶加工厂，现在
已经是当地有名的茶叶大户。

白帽镇因地制宜发展茶叶产
业，畅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聘
请农技专家进行技术指导，茶叶产
业为广大农户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收
益，已成为众多家庭发家致富的重
要渠道。今年该镇已经开采的茶园
有6000多亩，其中高山茶园2000左
右。今年的雨水和气候较好，产量
较去年有较大增长，预计全镇茶叶
总产量在100吨左右，预计产值1800
多万元。 （通讯员 王圆绣）

高山采茶忙 村民致富乐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大观区人民检
察院围绕“质量建设年”，着力改进作
风、能动履职，努力实现政治业务双融
合、内外协作双促进、监督质效双提
升、能力作风双优化。

大观区检察院找准党的建设与业务
建设结合点，搭建红讲堂、红引擎、红
阵地三大载体，实行绩效考核和党建积
分联动考核。出台党员积分管理规定、

考核结果运用规定，实行全员全面全时
考核，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激发党建工作活力。做实区委“红领工
作站”，做好“检察官周三有约”“服务
民企检察官硕士团队”等，全面推进党
建工作实现质的飞跃。强化监检衔接协
作、上下级院相互配合，实现检察侦查
一体联动、整体攻坚。积极主动向区政
府汇报沟通，深化“府检联动”工作。

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开展联
合培训会，凝聚执法办案共识。健全内
部控申、刑检、民行等部门协作配合、
通报会商等机制，推动办案数据共享互
通。每月开设“党课竞讲”，4名干警同
台竞讲同一主题，全体干警现场投票评
选优胜者，激励检察干警开口能说、提
笔能写、遇事能办。落实周碰头、月调
度、季通报制度，每月不定期进行效能

督查，每季度实行业务通报和党建通
报，把“一改两为五做到”落到实处。

该院采购智慧量刑辅助系统、司法
文书智能分析系统、非诉执行大数据研
判平台、公益诉讼线索发现平台，全面
整合数据资源，实现智能发现案源和智
能辅助办案，推动检察业务提质增效。
强化业务数据态势分析，推动检察工作
查漏补缺。 （通讯员 汪薇）

“多元联动”提升检察质量

5月5日上午，迎江区卫健部门与
孝肃路街道锡麟社区计生协会联合开
展“职业病”防治知识讲座进社区活动。

活动主题为“一切为了劳动者健
康”，活动中，工作人员向社区居民宣传
了《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介绍了
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职业性疾病、职
业健康体检工作运作流程图等。同时，
活动现场向居民发放宣传手册百余份。

通讯员 周冬香 摄

“职业病”防治

进社区

岳西县石关司法所开展关爱老人，法律援助活动。宣传《民法典》《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提升老年人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活动发放各项宣传单
页100余份，解答法律咨询3人次。 通讯员 杨蒙 摄

本报讯 近段时间以来，怀宁县洪
铺镇广大党员闻令而动、听令而行，把
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坚决
扛起应尽职责，严阵以待奔赴抗疫前
线，凝聚起“红色力量”。

洪铺镇坚持“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今年以来，全镇100余名
党员干部们始终在疫情防控最前沿。
志愿引导、扫码测温、维护秩序、登记信
息、排查返乡人员，严防外来输入……
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保运
转、当参谋、抓落实，巩固防控成果，让
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洪铺镇卫生院妇产科医师黄李芳，
2021年5月，六安出现疫情，需要抽调人
员前去核酸采样，她主动报名，前往前
线。在检测过程中，她因连续上门为老
弱居民采检过程中因体力不支，晕倒在
一户居民门口，醒后说出的第一句话便
是：“我采集的核酸样本在哪？别弄丢
了。”2022年3月份，她又再次选择离开
家奔赴上海支援抗疫，面对不理解自己
的儿子，她语重心长的安慰道：“妈妈是
医生，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她用“我是
党员我先上”的政治自觉，织密了疫情

“防控网”。

“您好，请问您从哪里返回？有什
么需求可以随时向我们提出。”“五一”
期间，在洪铺街道锦绣小区，党员干部
夏演奇在挨家挨户走访，排查外来人
员信息。

每次防疫期间开展外来人员摸排
时，夏演奇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各个小
区，帮助村干做好外来人员登记。“我
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这疫情防控关键
时候，如果我不去做，还有谁去做呢?”

夏演奇说，“网格”强起来，防控才能
“精细化”。

洪铺镇党委政府充分发挥网格化
管理优势抓实疫情防控，将镇村183名
党员、志愿者全部纳入157个网格工作
组，通过“敲门行动”、电话回访等多种
方式与群众保持沟通。他们带头沉入
网格，以热心服务架起了党群连心桥，
筑牢了全镇党群同心的“防疫红线”。

（通讯员 檀志扬 项四洋）

“红色力量”织牢疫情“防控网”

本报讯 宿松县下仓镇洋普村“两
委”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的总体目标，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一
心一意谋发展，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洋普村位于下仓镇西北部，枕山环
水，全村11个自然村庄，辖19个村民小
组，599户、2445人，村域面积5.5平方
公里，耕地面积 2000 余亩，山场面积
900多亩，水面2000多亩。

洋普村流转土地2626亩、山场424
亩，整合社会资金与项目资金完善农田
水利灌溉设施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土地
集约化生产。通过科学种植和机械化作
业，生产的优质有机大米远销省外，山
场油茶基地实现年产优质油茶籽4万公
斤，进入丰产期后有望达到20万公斤。

该村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以各
个村民理事会牵头，引导村民积极参与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村内水泥道路组
组通，居民户自来水实现全覆盖，安全
饮水率100%，卫生厕所覆盖率达95%
以上。村内卫生室、小学、幼儿园、快递
点等公共服务设施齐全。是安徽省美
丽乡村示范村、安徽省森林村庄、宿松
县生态村。

村“两委”以“法治、德治、自治”为
主线，全力打造乡村综合治理示范村，

全村共成立村民理事会11个，让村民自
治落地生根。积极开展各类丰富多彩
的普法和移风易俗活动，让人民群众享
有更多文化发展成果。定期评选表彰

“美好庭院”“文明户”“洋普好人”“好儿
女、好婆婆、好媳妇”等，以先进典型带
动引领村风民风向上向善，推进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提高村民综合素质和乡村
文明程度。 （通讯员 罗锤）

做强产业建设生态宜居乡村 本报讯 “感谢村两委，还有给
我捐款的好心人，我以后会做好事去
回报大家！”日前，当桐城市双港镇双
铺村党总支书记再次带领党员志原
者到五保户朱百苗家，送上慰问金
2000元、猪肉、面条等慰问品时，朱百
苗不迭声的感激道。

朱百苗与彭荣华婚后未育子嗣，
是一对五保老人。今年71岁的彭荣
华，重度视障。2021年 12月 8日，常
年卧床的彭荣华突发脑梗，经住院治
疗，病情逐渐平稳。今年1月28日，

村委会工作人员为其办理出院。彭
荣华住院费用6万余元，个人自付了
3800余元。出院后的彭荣华因脑梗
后遗症，需要人长期护理，每天的护
理费用就要140元，高额的护理费让
朱百苗整日眉头紧锁。

双铺村党总支了解情况后，在本
组党员群中发布信息，希望大家伸出
援助之手，短短的半天时间共筹集1万
元爱心善款。日前，该村党总支又再次
筹措了2000元善款及慰问品送到朱百
苗家中。 （通讯员 汪江玲 孙传银）

五保户有难 众乡亲相帮

本报讯 5月6日，宿松县文旅体
局送戏下乡到趾凤乡。该乡平安办、
司法所、禁毒办、普法办、团委等部
门，借此时机，到各村演出现场，宣
讲移风易俗，共话平安建设。在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提高全民法律
素养，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活动中，工作人员现场向群众发
放有关平安建设、扫黑除恶、安全生
产、禁毒反邪、防溺水等宣传资料。

宣讲了《宪法》《民法典》《禁毒法》
《反有组织犯罪法》《信访条例》等法
律法规知识，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和
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力。并在现场
设立了法律咨询台，为群众提供免费
的法律咨询，对群众遇到的法律问题
进行答疑解惑，与现场观众互动，使
群众在寓教于乐的文化活动中，进一
步增强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法治
观念，全面推进平安建设。

（通讯员 贺海鹏）

借送戏下乡 促平安建设

本报讯 连日来，望江县太慈镇
组织各村安全员对辖区内独居老人、
残障人员开展入户走访，做好防汛工
作，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太慈镇党委政府充分整合现有
基层应急力量，加强联防联控，镇专
职队、村组支援消防队等基层消防力
量加强值班值守，强化“闻令而动”，
力争“救早灭小”。镇安委会也同消

防救援、公安等部门加强协作，帮助
基层力量开展监督检查和宣传工
作。走访中，安全员对独居老人、残
障人员等的住房安全情况及身体健
康状况做了详细了解并做好登记，叮
嘱他们尽量减少外出，做好汛前准
备，日常生活中注意安全，有困难要
及时向包片干部反映。

（通讯员 李宿固 高圆圆）

入户走访保障群众安全

全面科学精准有力做好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