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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记者从市文旅局获悉，
7月20日，经前期评审，入围全国第
19届群星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门
类决赛的112个作品名单公示。由安
庆市文化馆参与创作并承担演出任
务的小戏《欠条》成功入围戏剧类决
赛，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作品。

“群星奖”是我国设立的全国群
众文化艺术政府奖，也是群众文化系
统的最高奖项。

小戏《欠条》由安徽省文化馆、安
庆市文化馆和蚌埠市文化馆共同创
作。该戏主要讲述了致富带头人大

强在回乡创业过程中与乡亲们发生
的一段深情厚谊的故事。该戏剧本、
音乐等历经两年时间创作，期间经过
10稿修改打磨，最终从200多件戏剧
作品中脱颖而出，成功进入全国第19
届群星奖决赛。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群众文艺
创作及“一唱两走”，创作出一批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打造了一批有
影响力的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其中，
黄梅小戏《一句话》入选第十八届群
星奖决赛并参加颁奖晚会。
（全媒体记者 江月 通讯员 焦庆）

全省唯一

小戏《欠条》入围群星奖决赛

本报讯 近日，有市民反映，我
市部分道段交通标识牌被树枝遮挡，
导致过往驾驶员无法及时观察到提
示信息，给出行带来不便。

“文苑路的标识牌一大半都被树
给挡住了，我车开到牌子底下都没能
把上面的字看全。”7月17日，市民周
女士和爱人驾车路过时差点开错路。

7月18日，记者在文苑路看到两
处标识牌都被树枝不同程度遮挡，其
中由南向北接近胜利路路口的交通

标识牌遮挡较为严重。该路段附近有
两个工业园区，每逢上下班高峰期车
流量和人流量相对较大，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

此外，在湖心中路路段也存在树
叶遮挡路侧交通标识牌的现象。

7月19日，市园林管理处表示将
组织道路养护团队到相应地点进行
处理。7月20日 10时，市园林管理处
反馈，市民反映的几处遮挡已全部修
剪完成。（全媒体见习记者 郑曼红）

修剪树枝 交通标识露“真容”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宿松县共
排查隐患 4089 个，督导完成整改
3960个，打击违法行为3011起，关闭
企业5家，停产整顿8家，罚款83.153
万元，刑拘2人，有力推动了全县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该县应急局加强动态风险研判，
制定“任务书”“路线图”，精准把控每
一个环节；成立工作专班，细化责任
分工，聚焦洪涝干旱、森林火灾、林业

有害生物等自然灾害领域，紧盯危化
品、非煤矿山、燃气等安全生产领域，
推动建立完善重大风险台账和责任
清单，明确防控目标、防控措施、责任
单位和工作时限；发扬“钉钉子”精
神，实行“挂图作战”，找准难点、堵
点，强化源头治理，建立安全风险评
估制度；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广泛发
动群众，筑牢风险防控的人民防线。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虞彬）

宿松上半年排查隐患4089个

本报讯 今年以来，怀宁县坚持
把“健康口腔”暖民心行动摆在突出
位置，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
心用情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7月15日，怀宁县中医院组织口
腔科医生来到石牌镇，开展口腔知识
宣教及义诊活动，医护人员现场介绍
了常见牙科疾病形成的原因及治疗
方法，详细解答群众常见的口腔问
题，科普正确的刷牙方式及牙线的使
用方法。“真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够
享受到口腔专家的服务，解决了我们
看病难的问题。”一位患者说。

7月14日，怀宁县人民医院口腔
科为一名患者成功实施“右侧舌下腺
病损切除术”，解决了患者饮食及发
音的困扰。

7月9日，怀宁县一医院与安徽
省口腔医学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王银龙合作，在该院设
立王银龙教授口腔科工作室，来自太
湖、潜山、望江等周边地区的病患纷
纷慕名就诊。

今年以来，怀宁县加强口腔健康
教育和爱牙科普宣传，以“全国爱牙
日”等健康主题宣传日为契机，将口
腔健康教育集中宣传与日常宣传相
结合。落实全省统一的职工医保门
诊共济保障政策，参保职工符合规
定的口腔诊疗等普通门诊医疗费用
纳入医保统筹基金报销。实行弹性
排班，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口腔科
均开设午间门诊、晚间门诊，实施“无
假日”门诊，方便患者诊疗。

此外，怀宁县还成立牙病防治所
和口腔卫生中心，进一步规范全县口
腔学科建设，落实口腔专科医疗质
量、技术规范和相关规程。

“为扎实推进健康口腔暖民心工
程，我们通过加强口腔预防知识的宣
传，加大医保支付力度，优化群众就医
流程，推动优质资源扩容，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等措施，用心用情用力，切实解
决群众有感的关键小事和民生实事。”
怀宁县卫健委主任陈兰芬说。

（通讯员 檀志扬 赵南松）

怀宁扎实推进“健康口腔”行动

让群众“品味”幸福生活

本报讯 近年来，全市法院加强
府院联动，积极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制度，全市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意识逐步提高，应诉能力稳步增
强，执法行为不断规范。自2020年以
来，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
一直保持100%。

日前，安徽高院发布“安徽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典型案例”，安庆中

院审理的鲁某某诉桐城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安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
及行政复议案，杨某某等6人诉潜山市
人民政府、安庆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
偿决定及行政复议案入选。

在实际运作中，市中院与市委政法
委、市司法局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推进机制，每
月通报出庭应诉情况，加强出庭应诉培

训，定期开展庭审观摩。
注重庭前提醒，在向各行政机关

发送传票的同时，通过微信群向同级
司法机关发送开庭信息，共同督促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加强庭中引
导，设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发言环
节，积极引导负责人实质参与行政争
议化解，提高出庭应诉。完善庭后监
督，针对案件中发现的执法、应诉等

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规范行政
执法行为。

今年4月，市中院与市司法局共
同出台实施意见，就提高主要负责人
出庭应诉比例、加大行政调解工作力
度等提出更高要求、更实举措，切实
推动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
作提质增效。
（全媒体记者 周国庆 通讯员 陆倩倩）

安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100%

7月20日江女士反映：钱牌楼好
吃一条街饮食店面的排烟管对着小区
里面排油烟，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迎江区政府回复：下线后，宜城
路街道办事处安排宜城城管中队到现
场进行察看。经了解，小区大门在所
反映商户侧面，油烟并没有对小区直
排。且该商户已经安装了油烟净化
器，但因为未清洗，所以影响了净化
效果，城管中队工作人员已现场督促
商户进行整改。

21日下午，迎江区城管局辖区执
法中队再次赶赴现场，督促店主对油
烟排放问题进行整改，店主承诺将自
行予以整改，后续迎江区城管局将持
续跟进。

7月20日陈先生反映：山口乡野
猪出没，致使农作物受损严重。

安庆高新区管委会回复：针对野
猪出没的情况，安庆高新区社发局前

期已联系市林业局野保站会同市狩猎
队赴中心村实地查看，并安排狩猎队入
驻山口乡，目前正在联胜村开展捕杀工
作，下一步将联系狩猎队适时开展夜间
巡查、捕杀工作。如出现野猪伤人或毁
坏农作物的情况，请及时报警或与狩猎
队联系（联系电话：15056626323）。同
时，安庆高新区已购买野猪致害保险，
对大规模农作物损害，反映人可以联系
村委会定点保险理赔员理赔，也可以
联系安庆高新区社发局工作人员协调
处理，联系电话：5367551。

7月21日张先生咨询：逸龙府小
区地下车库渗水，组织专家勘察后说
是施工工艺问题，监管部门是否有整
改要求？

安庆经开区管委会回复：就反映
的逸龙府小区地下室渗水问题，前
期，安庆经开区国土规划建设局已经
赴现场实地查看，并组织有关人员和

专家进行调查处理。专家分析认为逸
龙府小区地下室潮湿问题主要是梅雨
季节出现返潮现象。因室外温度较
高，地下室温度较低，形成较大温
差，加之空气湿度大，地面设计采用
金刚砂地坪做法，表面光滑，从而导
致潮湿现象。对此现象，已要求逸龙
府小区物业公司采取了铺设麻袋、增
加鼓风机数量、增加排风机排风时
间、加派保洁人员清除地面积水等措
施，目前地库潮湿现象有明显改观，
地库地面已基本干燥。检查中发现地
库地面确实存有少量渗漏点，已责令
开发单位限期完成质量保修义务。

7月21日汪先生咨询：为什么从

本月开始，邮电代收点电费单上不标
明上月及本月电量度数？

国网安庆供电公司回复：由于公
司内部系统升级，邮政代收渠道接口功
能还在完善，暂时没有电量度数信息，
现省公司正在与邮政对接，完善相关系
统功能。在此期间，客户可以通过微信
公众号、网上国网进行自主查询，或者
到公司营业厅打印电费详细清单。

今天上午，国网安庆供电公司已
经与反映人进行了联系，并添加微
信，将电费账单线上先发给了反映
人。并约定时间上门送达电费纸质账
单，指导反映人通过微信公众号、网
上国网进行自主查询。

野猪出没致农作物受损严重
安庆高新区：已进行捕杀 可联系保险理赔

本报讯 7月21日，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姜奎堂主持召开城区黑臭
水体治理民生实事监督调研反馈会，
副市长唐厚明出席会议。

城区黑臭水体治理是我市2022
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市人大常委
会近期组织开展城区黑臭水体治理
民生实事监督调研，并在反馈会上指
出发现问题，与会人员围绕城区黑臭
水体治理及城市污水治理工作进行
深入交流，提出整治意见。

姜奎堂指出，近年来，我市城区
原10条黑臭水体已整改完成，补水活

水机制进一步完善，城区地表水水质
有了较大改善，但也要正视当前仍然
存在的突出问题。他强调，在污水整
治过程中，既要强化部门责任落实，
也要加强工作统筹协调；既要坚持深
入系统治理，也要突出重点，以重点
突破推进系统治理。

唐厚明表示，针对会上反馈的问
题，市有关部门要认真梳理，拿出工
作方案，抓紧付诸实施，把城区黑臭
水体治理民生实事办好办实办到位。

（全媒体记者 汪迎庆 通讯
员 王婷）

姜奎堂在黑臭水体治理调研反馈会上强调

强化责任落实 推进系统治理
唐厚明出席

在结束不久的全国公安系统英雄
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上，安庆市公
安局迎江分局情报指挥合成作战中心
警务技术四级主任宣庆忠获评全国优
秀人民警察。从警29年来，他先后在
特警、派出所、治安、刑侦等多个岗
位上历练过，无论身在何处，他始终
把为民服务的宗旨记在心中，忠实履
行人民警察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服
务群众的神圣职责。

悉心钻研
侦控能手自学成才

在工作中，宣庆忠以“警务技术
服务实战”为宗旨，带领团队24小时
轮流坚守在岗位上，辖区案件不论大
小，他都主动对接办案单位，认真调
取周边视频寻找线索，往往一坐就是
一整天，完全沉浸在寻找案件突破口

的蛛丝马迹中，成为破案攻坚中的
“鹰眼神探”。他常常说“只要认真发
现，犯罪分子是无处遁形的。”2017年
至今，宣庆忠通过视频侦查抓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543人，抓获网上在逃人
员74人，摧毁犯罪团伙14个。

2020年10月10日，宣庆忠凭借精
湛的视频侦查技术和敏锐的职业素质
成功破获一起6年前的杀人隐案。

当天，宣庆忠通过视频侦查，抓
获了一名盗窃电瓶车嫌疑人。在审讯
中，每当问其儿子的状况时，该嫌疑
人总是闪烁其词，现实表现不符常
理。宣庆忠凭着对案件的高度敏感，
及时调整思路，转变讯问技巧，利用
政策宣传、法律解读、交心谈心、亲
情感召等方法，不断瓦解嫌疑人的心
理防线。最终，犯罪嫌疑人交代了
2014年6月 19日在池州市因其子成绩
不佳，多次索要超出其承受能力范围
的苹果手机而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用
钉锤将其子打死，并于当夜用蛇皮袋
裹尸掩埋在附近一水潭内，后一直对
外谎称其子在浙江打工。一起隐藏六
年之久的命案终于就此告破。

近年来，在公安警务信息化建设应

用突飞猛进的大潮里，宣庆忠充分认识
到科技催生战斗力。于是他刻苦学习
科技信息技术，悉心钻研公安业务，将
科技信息和公安业务融会贯通，练就了
过硬的岗位技能和精湛的业务本领。

宣庆忠有一个随手记的好习惯，
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他都逐个记
下，通过查阅资料或虚心请教，直至
问题得到解决。就这样，他从简单的
计算机应用学起，慢慢地从一个门外
汉自学成警务信息侦控能手、出色的
科技强警排头兵，还分别被省厅、市
局聘任为科技信息化学科组教官。他
根据多年警务信息侦控工作实践，总
结提炼出的工作法，被基层一线民警
广泛应用。

甘为公仆
服务群众真情常在

“信息服务实战的本质就是服务群
众需求。”宣庆忠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因辖
区街面侵财性案件频发，严重危害到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调阅案件视频监
控数据35万余次，对案件的发案地点、

发案时段、作案手段、选择目标等情况
进行分析研判，抓获盗窃嫌疑人53人，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0余万元，被评
为“迎江区优秀政法干警”。

宣庆忠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患有
老年痴呆症、精神疾病及未成年人走
失的警情逐渐增多，他便严格要求自
己，一旦出现此类警情，无论是下班
时间还是周末休假，都必须全力帮助
群众查找。2019年 4月的一天，一名
群众报案，称其84岁的父亲因患有老
年痴呆症，离家出走一夜未归，家人
经多方寻找未果。宣庆忠急群众之所
急，立即利用监控视频进行视频追
踪，和时间赛跑，经过10个小时的连
续工作，终于在怀宁县月山镇一国道
旁找到老人，此时老人已步行30余公
里并累倒在地上。三年来，宣庆忠为
群众找回走失的老人、孩子 127 人
次，找回丢失物品170余件。

“这次有幸获评全国优秀人民警
察，内心非常激动，也倍感使命光
荣、责任重大。在我看来，这份荣誉
不仅属于我个人，更是对我们所有公
安民辅警的肯定和鼓励。”宣庆忠说。

全媒体记者 陈娟娟

抓获犯罪嫌疑人543人 找回走失群众127人次

“鹰眼神探”宣庆忠：做人民的忠诚卫士

安徽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在滁州市
如火如荼地进行中。7月20日，在城区
各训练场，我市参加射击、皮划艇、排
球、跆拳道、田径、击剑、游泳等项目的
运动员们正挥汗如雨、加紧备战。

安徽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共设青少
年部 26 个比赛大项、群体部 12 个比赛
大项。我市今年参加青少年部足球、篮
球、排球、射击、田径、跆拳道等20大项
比赛运动员约 900 人次，群体部参加全
部大项的比赛，参加人数约175人次。

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摄

备战省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