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区民政局获
悉，今年起，我区将通过规范每三年一
次的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换届选举的
方法以及扩大监督员的监督范围，着力
打造更加专业的村（居）务监督委员会，
从而使群众能够通过该委员会，更加广
泛和深入地参与村（居）级事务，监督社
居委、村委会工作。

近年来，村（居）掌握的各种社会资
源和资金数量逐渐增多，而以往村（居）
务监督小组成员的确定较为随意、组织
工作较为松散的情况，造成了群众一定
程度上对村（居）务工作了解不足、监督
不够，村（居）委会权力的行使没有得到
群众的广泛认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我区今年初在全市率先正式启动村
（居）务监督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并以
换届为契机，着力打造“专业化”的村
（居）务监督委员会。未来，村（居）务监
督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将和村（居）“两
委”换届同步规范进行。

目前，我 区 71个村（居）已全部完

成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
作。在这次换届选举过程中，各单位严
格执行三项标准：注重“精干”，确保监
委会主任是党员，其他成员经村（居）

“两委”酝酿讨论，按照规定程序选出责
任心强、威望高、热心村务工作、村（居）
民信得过的人来担任，保证村（居）务监
委会成员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较强的
办事能力；注重“专业”，注重选用公道
正派、敢于监督、群众公认、有相关经验
的人员担任村（居）务监委会成员，确保
村（居）务监委会对村（居）级重大事务
决策、村务公开、资金管理、干部廉洁等
领域的监督实效；注重“独立”，村（居）
务监委会成员任职实行回避制度，村
（居）“两委”成员及其配偶、直系亲属、
近姻亲，以及相关工作人员不得担任或
兼任村（居）监委会成员，以保证其监督
的独立性，有效降低监督者受到潜在利
益影响和发生利益冲突的风险。

今后，我区的村（居）务监督委员会
还将努力改变以往监督围着宣传栏和

发票转的局面，做村（居）民和“两委”沟
通的桥梁。监委会成员将围绕村（居）
务决策和实施、热点难点民生问题，广
泛征询村（居）民的意见、建议，并做好
解释引导工作，及时消除群众对村（居）

两委的猜疑和误解，对村（居）“两委”工
作起到“督”、“促”和“助”的作用，更好
地促进本村（居）的统筹发展。

（杨璨 黄玉茹）

5月6日上午，海棠街道藕塘社区通过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了新一届居务监督委
员会。 高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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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上午，大杨镇夹塘社区余老庄人声鼎沸，20多名志愿者来到这
里帮助被征迁家庭搬家。

为了服务好畅通二环工程，大杨镇联系社区志愿服务队，以饱满的政
治热情和高度的责任心投入到征迁工作中，为群众提供帮助。 唐茹 摄

畅通二环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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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6日 8时 30分，向班里的同事
们交代了当天上午的工作之后，区城管
局环卫中心掏粪班长吴保文拉开了高
高的吸粪车驾驶室车门，和同事老郑开
始了一天的工作。

粪水溅了一身是常有的事
今天吴保文和老郑师傅要清理的

第一站是颍上路公厕。
“上午这个时间很多公厕都靠不上

去，我们先去人少的地方，像淮河路步
行街附近那些人流量大的地方，只有中
午或者晚上再去。”路上，吴保文给笔者
简单介绍了他们的工作。

10 分钟后，车子开到了颍上路公
厕。老郑师傅跳下车，指挥吴保文慢慢
把车尾移向公厕化粪池的出口，然后两
人再合力抬起四五米长的吸粪管放进
化粪池。随着机器的开动，一个人不时
地抱起吸粪管往下放，一个人抓着两米
多长的粪勺杆搅动，早晨的温度并不
高，风还带着丝丝的凉意，可是不到五
分钟，两个人工作服的后背上已经透出
汗渍。看到吸粪车在工作，路过的行人
都远远地避开，“没办法，这个工作就是
又脏又臭，但是城市还离不了。”吴保文
苦笑了一下。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因为工作条

件简陋，吴保文和同事们经常要穿上防
水衣下厕坑挖粪，把粪水一桶一桶朝上
提，粪水从桶里泼出来淋得一头一脸也
是常有的事。正当青春年华的小伙子
爱干净，吴保文每天回家都要洗头洗
澡，可是粪水沾上皮肤臭味就很难洗
掉，“就因为这股难闻的味儿，亲戚们都
很少上门，每次相亲都没有结果。”

一人苦脏换来万户洁净
吴保文出生在长丰农村，父亲吴元

福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合肥第一代环卫
工人，为合肥的环卫事业奉献了几十
年。1989年，当很多年轻人都热衷“下
海”经商时，吴保文却子承父业，光荣地
当上了一名掏粪工。

干掏粪工的起初几年，吴保文每天
干完活，都觉得头晕目眩，有时连饭都
吃不下去。不仅如此，掏粪这活还有一
定的危险性，厕坑内沼气强烈，一不留
神就会中毒危及生命，吴保文每年都要
经历好几次“生死考验”。有一年除夕
夜，吴保文在和家人吃团圆饭时，单位
一个电话打来，他立刻放下饭碗赶到市
中心一个化粪池堵塞的公厕。一打开
化粪池盖子，沼气扑面而来，吴保文被
熏得头晕目眩差点晕倒，他硬是坚持疏
通好化粪池才回家休息。

“我区环卫中心目前共有 65 个直
管公厕，可是负责公厕清运的环卫工最
多的时候也没超过十个人——由于受
不了这份脏和苦，身边的同事走了一个
又一个。”区城管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吴保文的坚持验证了他常说的一句话：
咱环卫工作就是一人苦脏换来万户洁
净。

由于掏粪班人手不足，加班是家常
便饭。双休日和节假日，逛街的人多
了，吴保文和同事们反而更忙碌。孩子
上学后，在家里没人照顾，放学后和双
休日就跟着当公厕管理员的妈妈，小小
的公厕管理房就是他做作业和嬉戏的
地方。“儿子从小到大，我们没带他出去
玩过一次。”说起这些，吴保文的话里透
着愧疚。

把奉献的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2015年2月25日，春节后上班第一

天，家住合作化路化机厂 17幢的郑先
生便来到区城管局环卫中心，向吴保文
和他的“爱心畅通小组”送上感谢信。

原来，年初二上午，走亲戚回来的
郑先生发现自家下水管堵上了，屋里全
是污水。大过年的到哪找人来修呢？
万般焦急中，郑先生想到了媒体上报道
的“吴保文爱心畅通小组”，急忙拨打了

“畅通热线”，吴保文放弃休假立即赶来
进行疏通，问题就这样得到解决了。

为了帮助更多的孤寡老人和困难
家庭，吴保文有了成立“爱心畅通小组”
的想法，并得到了单位领导的支持。如
今，“爱心畅通小组”的志愿者已经有60
多人，他们除了定期为结对的孤寡老
人、困难家庭上门检维修水电、打扫卫
生等，还走上街头、走进小区，散发“爱
心畅通卡”，开展义务服务。2014年底，

“吴保文爱心畅通小组”荣获合肥市首
批“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称号。

在环卫工作岗位上的 20 多年里，
吴保文埋头苦干、矢志不渝，被亲切地
称为“合肥时传祥”，先后荣获“合肥市
杰出岗位能手”、全国住建系统先进工
作者、“全国优秀环卫工人”等荣誉称
号，并入选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好
人”。吴保文对记者说，他要在环卫岗
位上干一辈子，用实际行动诠释党员本
色，把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精神传递
给更多人。 ·欧阳碧玉 王飞·

合肥版“时传祥”的无悔人生

一句话 消息

近日，庐阳区工商联积极响应党中
央“精准扶贫”的工作方针，全面落实
省、市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引导区工商
界慈善联盟走出庐阳，与国家级贫困
县、革命老区金寨县的贫困村庄结对帮
扶，“真扶贫、扶真贫”，切实为当地贫困
百姓办实事、解难题。

情牵革命老区 公益扶贫行动迅速
4月初，在对金寨县花石乡茶棚村

汪岗自然村进行实地考察后，庐阳区工
商联了解到，汪岗自然村是花石乡交通
状况最差、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村落。全
村现居住村民 18户 76人，基本属于困
难及五保户。村子与外界相连的是一
条崎岖不平、无法行车的山路。交通、
出行的不便严重制约了汪岗脱贫致富
的进程。“要致富，先修路。”但由于当地
财力有限，汪岗距村主干道约 1.5公里
的村级公路修建工程总投入约需 50多
万元，在争取了国家配套资金30万元之
后，尚有20多万元的资金缺口。

为尽快帮助老区群众脱贫，庐阳区
工商联迅速行动起来，向区工商界慈善
联盟的会员企业发出了《为革命老区捐
款修路倡议书》，希望加快老区开发建
设的步伐。倡议书发出后，仅用一天时
间，就收到辖区内29位企业家的捐款以
及捐赠的相关配套设备共价值 35万元
左右，解决了汪岗自然村修路的后顾之
忧。

创新脱贫机制 长效扶贫扎实推进
“汪岗自然村是我们走出庐阳精准

扶贫的第一站。下一步我们将建立扶
贫脱贫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区工商界慈
善联盟的优势和作用，动员全区民营企
业广泛参与到合肥市“百企帮百村”精
准扶贫行动中来，结对帮扶贫困村、贫
困户，针对他们的脱贫需求，精准施策，
用 3-5年时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
周业根介绍说。

除了开展企业直接捐赠、援建村庄
道桥、推进危房改造等公益扶贫行动，
庐阳区工商界慈善联盟还将开展产业
扶贫、就业扶贫，引导企业因地制宜，立
足贫困地区的自然人文资源特点，把企
业转型升级与贫困地区产业构建结合
起来，推动发展一批特色产业。大力支
持企业在贫困地区建立劳务培训基地，
提供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使扶贫
对象掌握一技之长，解决贫困户劳动力
就业，真正实现“长远扶、扶长远”的目
标。

庐阳区工商联自2003年成立以来，
始终倡导民营企业家们致富思源、回报
社会，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2013
年，庐阳区率先在全省成立工商界慈善
联盟，倡导长效帮扶的慈善理念。3年
来，慈善联盟共捐款捐物近300万元，资
助困难对象近千个。

目前，该区工商联已初步确定国家
级贫困县临泉县的5个贫困村为区工商
界慈善联盟下一步精准扶贫的对象。

·奚慧敏 周群·

民企精准扶贫在行动

本报讯 近日，“魏则西事件”受到
公众广泛关注，暴露出部分公立医院以

“对外合作医疗”的伪装出租承包科室、
网络媒体的医疗广告监管存在漏洞等
多种乱象。事件曝光后，区卫计局高度
重视。为进一步整顿全区医疗市场，强
化辖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规范化管理，
该局自5月10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和非法广告宣
传专项整治活动。

该专项整治活动由医疗机构出租
承包科室专项督查组和非法广告宣传
专项督查组共同推进。整治活动将严
肃查处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及非法

医疗广告宣传等行为，严厉打击“黑诊
所”、“医托”等违法违规行径，以促进全
区各类各级医疗机构规范执业，进一步
提升我区医疗机构整体服务质量，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一直以来，区卫计局始终高度重视
打击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和非法广
告宣传等违法行为，去年以来先后对区
域范围内涉嫌发布虚假医疗广告、未经
许可擅自设立“电销部”从事网络促销
活动及对外承包科室的医疗行为进行
多次专项整治，取得一定成果。

（杨璨 谌俭 张国强）

开展医疗机构专项督查

民生 新闻 Minsheng Xinwen

5月4日，在大杨镇一建筑工地，农民工朋友在参观摄影展。
为表达对农民工朋友的关爱和敬佩之情，日前，大杨镇清源社区志愿者

走进工地免费为小长假坚持工作的农民工朋友拍照，并将工友们工作的精
彩瞬间制作成图片展板于5月4日在工地进行展览，为工友们发放冲洗好的
照片，感谢农民工朋友为城市发展做出的贡献。 葛传红 王欢 摄

聚焦最美劳动瞬间

本报讯“这么大两个油罐，竟然
就藏在小区旁的简易房里，实在太危
险了！”日前，杏花村街道安监办开展
安全生产检查时，发现并取缔一处藏
匿在密林中的非法罐装油经营点，其
中的 15吨柴油被及时清运到安全的地
方。

据该街道安监办执法人员介绍，

当日在北二环与淮北路交口附近某小
区旁的一处绿化林发现了一个非法罐
装油经营点。“我们穿过一片密林，看
到一片空地上有一间彩钢活动板房。
门上着锁，没有窗户。执法队员透过
板房的缝隙发现，房间内竟然放着两
个巨型油罐，现场能闻到浓浓的柴油
味。”执法人员说，因为当时门上了锁，

我们只能在此等候。
傍晚时分，一名男子走到活动板

房并开门后，执法队员们迅速冲进了
房内。经查，活动板房里的两个油罐
均用于储存柴油，约能装油55吨。

“柴油属于危险品，一旦发生火
灾，后果不堪设想。柴油的存储要求
非常严格，像这样简陋的存储条件，绝

不可能办下相关证照的。”执法人员告
诉笔者，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天夜
里，街道安监办调来专用车将板房内
的油罐转运至安全场所。次日上午，
该非法罐装油经营点的设施被拆除完
毕。

（谢奉群 张凌云）

清理非法“加油站”

本报讯 近期，庐州公园主入口花坛
新栽植五针松、红枫、造型含笑，合理点
缀景石，植孔雀草、四季海棠、南天竹、常
绿草坪，色彩丰富，层次分明；题名石处
绿地增加了常绿背景树，并由龙柏球、石
楠球、孔雀草、南天竹组成高低错落、自
然流畅的图案，旨在为市民提供了更加
优美的游园环境。 （张艳）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营改增”推
行工作，5月5日，四里河街道桃花园社
区工作人员深入新中菜市开展了“营改
增”宣传活动。在宣传活动中，社区工作
人员向新中菜市的27户商户发放了100
余份宣传资料，同时对纳税人提出的政
策疑问进行耐心细致地解答，并督促店
主们积极响应国家税改政策，做合法纳
税人。 （闫晨志）

本报讯 日前，全省 2016年高校毕
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已于 5
月 10日在省人事考试网公示。据悉，
我区计划招募 13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乡镇从事支农、基层社保平台服务。

此次招募对象为本省范围内，全日
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或毕
业两年内的毕业生;尚在劳动合同期内
的基层特定岗位人员;服务年限不少于

两年，且考核合格、服务期满三年内的
西部计划志愿者。公开招募报名工作
采用网络方式进行，不设现场报名。统
一报名时间为2016年5月15日9：00至
5月 21日 17：00，逾期不再报名。报名
网址是 http://www.apta.gov.cn。笔试时
间为6月5日（周日）上午。笔试科目为

《职业能力测试》、《综合知识》。
（蔡坤）

我区计划招募13名毕业生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