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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 消息

民生 新闻 Minsheng Xinwen

本报讯 7月12日上午，身着迷彩作
训服的 12 名四里河街道民兵防汛抢险
应急队员在四里河畔停车场整齐列队
后，立刻投入到四里河巡堤查险工作。
连日来，结合全区严峻的防汛形势，该民
兵防汛应急分队积极投入到防汛抢险工
作，内容涉及河岸巡堤、垂钓劝导、危房
排查、转移群众等。 （康旭）

本报讯 近日，双岗街道打传队
伍，分成 3 个小组，分赴此前摸排好的
疑似传销窝点开展打传行动。

上午9点，其中一组队员来到包河
区法院宿舍2栋某户门前，“您好，我们
是社居委的，来做个登记。”一次敲门、
两次敲门、三次敲门，一直没人开门。
但是，工作人员隐约听到门内的脚步
声，“再不开门，我们要采取行行动
了。”这时，门被打开了，一间20平方米
不到的客厅里站了 12 个人。原来，这
12 个人当天分别从周边 3 个小区聚集
在此“上课”，没想到刚到没一会，“课”

还没开始，就被查了。
工作人员按规定要求所有人拿出

身份证登记。经查，12 个人中，有 8 个
人是“90后”，还有两个“00后”，最大的
26 岁，最小的才 16 岁，均来自外省。
经询问，其中 5 个还是表兄妹，表哥年
龄最大，带着早早辍学的表弟表妹出
来“赚大钱”，在合肥已经呆了快两个
月了。

据悉，今年以来，双岗街道共出动
执法人员240余人次，捣毁取缔传销窝
点 27 个，教育遣散传销人员近百人。
以往，对传销人员的摸排主要依靠社

区网格员挨家挨户上门排查，对于一
些小区内的流动传销人员则无计可
施。目前，该街道积极探索政府购买
服务的模式，计划聘请专人在全街传
销高发小区 24 小时进行集中巡逻，实
现每个角落巡逻工作无缝衔接，确保
无死角、无盲区。巡逻时发现传销可
疑人员，巡逻人员进行依法盘查，并及
时汇报；对已经打击的窝点进行固守，
以防传销人员倒流。“通过这种方式，
对传销人员形成一种威慑力。”街道打
传办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工作正处
于积极推进阶段。（朱晶晶 张育青）

固守成果 打传再出新招

本报讯 日前，我区第二届中老年
人“金润米业”杯气排球赛在合肥市老
体育馆举办。来自我区村居的共 34 支
男女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据了解，我区气排球运动最初开展
于2013年，当年10月，我区气排球男女
混合队参加合肥市第一届老年人气排
球比赛，当时全区仅有十几人参加气排
球运动。赛后，区老体协根据全国、省
市老体协要求，积极落实“气排球，健身
球，柔力球”三球进社区，热别把气排球
作为重点项目来抓，一手抓提高，一手
抓普及。两年多来，我区在全区街道乡
镇开办气排球培训班，特别是去年12月
份以来，区老体协积极在乡镇街道调
研，一家一家落实气排球进社区活动，
每个街道乡镇开办气排球培训班。三
孝口街道今年四月还举办了三孝口地
区气排球比赛，共有男女12支社区和地
区单位队伍参加了比赛，这也是安徽第
一次由街道举办气排球比赛。

区老体协在普及气排球的同时，狠
抓提高，区气排球队坚持每周不少于四

次训练，两年来连续获得市、省排球比
赛第一名，连续两年代表安徽参加全国
老年人气排球交流活动，成绩逐步提
高，其中女队刚刚在湖南娄底参加全国
老年人气排球交流活动中挺近十强。
去年 12 月，在池州全国气排球精英赛
上，我区男队荣获冠军。今年五月，在
太和全国十强精英赛上，我区男队获冠
军，女队获亚军。

提到带动普及，区老体协将区气排
球队队员分派到各乡镇街道当教练，带
动基层的气排球运动的发展。随着气
排球运动在社区的发展，社区群众的积
极参与，气排球魅力逐渐展示，气排球
运动已成为在我区老年人中广受欢迎
的项目。在省市老体协的大力支持下，
我区去年还承办了省、市气排球比赛。
据了解，我区从2013年十几个人打气排
球，两年多的时间，现在全区已有四五
百人参与气排球运动，此次参加比赛的
人数在安徽县区级比赛中为历史最
高。

（杨璨）

举措有力 推动气排球运动普及、提高发展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各参编单位
稿件质量，7 月 12—13 日，区档案局举
办为期一天半的年鉴业务培训班。培训
邀请省地方志办公室年鉴处副处长杨永
成授课，来自全区70个单位的年鉴撰稿
人参加。培训要求，各单位撰稿人要即
学即用，通过实践促进培训内容的消化
吸收，于7月20日前将初稿修改到位，保
障年鉴各项工作按时按质完成。

（张桓铭）

本报讯 连日来，为做好汛期防病
防疫准备工作，区卫计局迅速行动，全
面部署，采取有力措施，扎实做好汛期
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应急工作，以保
证在有疫情发生时能及时、准确、有效
地组织人力和物力投入到救灾防病第
一线。

为此，区卫计局成立了以该局主
要负责人为组长，辖区各医疗卫生单
位一把手为成员的区卫计系统防汛救
灾医疗救护领导小组，同时启动了《庐
阳区卫计系统救灾防病预案》。

防汛期间，我区卫计部门采取多

种举措积极应对。区疾控中心、区属
各医疗单位在做好防疫物资、抢救药
品、医疗器械、消杀药品等物资储备的
基础上，加强了应急值守，应急小分队
24 小时待命，应急值班电话 24 小时畅
通；成立防汛医疗救护队，明确责任分
工，强化救护培训，切实提升救灾防病
应对能力；加强疫情网络监测，做好重
点传染病的监测工作，及时掌握疫情
动态；在 6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
防汛医疗队，每天组织两支医疗队带
上防暑降温及肠道病防控等应急药
品，到南淝河、板桥河、四里河等处巡

查；区疾控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及
时对被雨水浸泡过的地方进行环境消
杀；卫生监督人员进一步强化对二次
供水的水质监测工作，以实际行动确
保汛期防病防疫工作落到实处。

为普及汛期卫生防病知识，区爱
卫办、各医疗卫生单位还组织医务人
员，深入乡镇街道及村（居），向居民发
放防病资料，开展卫生知识宣传和健
康教育，引导他们自觉养成良好的个
人卫生习惯，增强广大群众汛期防病
防疫的能力。

（奚慧敏 张国强）

全力做好汛期防病防疫准备

““阳光童伴阳光童伴””让暑期不寻常让暑期不寻常
得益于杏林街道的“阳光童伴”关

爱留守儿童这一社工项目，这个暑假，
对于肥西县柿树岗乡利和中心小学 11
岁的留守儿童郭欣雅来说，有了一段不
寻常的经历。

学弹钢琴、分享新颖玩具、一起逛
街……7 月 8 日至 11 日，郭欣雅在杏林
街道居民、南门小学上城国际分校的小
学生黄雨桥家里待了三天，感受城市家
庭孩子的暑期生活。同样，黄雨桥也将
在这个暑假到郭欣雅的家中住上几天，
体验一下什么是农村生活。一场农村
娃和城里娃互助友爱的“变形记”，在这
个暑期暖心上演。

“城市里小伙伴的家肯定和我们的
家不一样，我怕他们不喜欢我，也担心
我不适应他们家的环境。”在7月8日街
道举行的“好朋友见面会”上，郭欣雅开
心之余，心里也存在一丝忧虑。但事实
证明，这种担心完全不存在。

“郭欣雅你看，这是我的钢琴，平时
妈妈总是督促我弹钢琴。你来了以后
可以陪我一起练琴，我还可以教你弹，
我也就不孤单了。”一进黄雨桥家，郭欣
雅就被这位结对的小伙伴拉到钢琴旁
边，一起开心地玩了起来……

“孩子们都特别单纯可爱，雨桥生
活在城市，平日里一个小孩也很孤单。

我们非常欢迎这个从肥西来的小朋友，
希望她能在我们家过得愉快。”黄雨桥
的妈妈秦女士说。对于女儿过几天要
去乡下生活，她也很期待，“说实话，女
儿一直都没吃过苦，也没去过农村，正
好借此机会让孩子感受一下不一样的
生活，对孩子也是一种锻炼和视野的开
阔。”

杏林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每
年暑期，他们都会策划推出一个社会公
益项目。“今年，我们让城里的孩子和农
村的留守儿童牵手成为‘阳光童伴’，结
对的儿童互相到对方家中体验生活，进
入一个全新角色，以帮助孩子发现自身

在环境适应、心理健康、与家人相处等
方面的问题，从而获得提升与成长。同
时希望在二者之间构建一条心灵交流
的纽带。”

据其介绍，此次参与这项活动的共
有 10 名农村留守儿童。在整个活动期
间，这些孩子们还将通过参加系列的团
体活动，并在社工专业实习生的指导
下，重新认识自我，学会心理调适的简
单方法，理解父母、懂得家庭的意义。

“整个活动结束之际，我们还将举办文
艺节目汇演，分别在我们社区和留守儿
童的学校进行展演。”

·陈晨 康蕾·

本报讯 为了让环卫湿扫车在清扫
道路时产生的污水导致下水管网排水
不畅问题不再发生，日前，区城管局环
卫中心对辖区公厕内的排水口进行了
改造，加装了湿扫车污水沉降系统。今
后所有湿扫车将统一前往公厕内进行
污水排放，让污水经过处理后再排入污
水管网。

近日，区城管局环卫湿扫车的驾驶
员田多兵结束了二环路的道路保洁后，
立刻将车驶入华孚城隍庙西侧的公厕
旁。停妥后，田多兵把湿扫车清扫路面
产生的污水，通过管道排入设置在公厕
排水管道后端的两个沉降池内，污水中
的泥沙经沉淀后再排入污水管网。

“湿扫车产生的污水中含有泥沙，

直接排入污水管网会对排水造成不利，
我们就想了这个办法。”区城管局环卫
中心主任许圣涛是此项技术革新的发
明者。“湿扫车每天都在马路上作业，只
要车体内的污水箱饱和之后，就必须排
水，所以排水点必须点多面广，要不然
就会浪费时间和油料。后来想到我们
全区的 67 座直管公厕分布在大街小

巷，把公厕的出水口改造一下，就可作
为环卫湿扫车的排水点。”在排水点的
选址上，许圣涛也颇下了一番功夫。

据了解，目前我区已建好环卫湿扫
车排水点三处，每日可处理污水 200
吨。待进一步完善后，这一技术将在全
区推广。

（碧玉 王飞）

污水沉降系统防止下水管网堵塞

本报讯 笔者近日从区重点局获
悉，由该局承建的笔者项目已于近日竣
工并进入验收阶段。项目总投资约
1800万元，是我区第一个政府投资的停
车场项目。

该项目系合肥市二环内公共停车
场项目，地址位于金寨路与红星路交口
东北侧，占地面积约 4100 平方米。该
停车场有地面停车和立体停车两种。

其中，立体机械停车库共 7 层，可停 94
辆小型机动车；地面可停车 39 辆，并配
有 28 套快速充电装置。该项目的立体
机械停车库采用升降横移类停车设备，
具有操作方便、安全可靠等特点。目前
项目进入竣工验收阶段，并将在 7 月交
付。届时，将改善附近区域交通状况，
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中心停车难问
题。 （杨世广）

老城区一停车场竣工验收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区财政局获
悉，我区2016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发
放工作圆满收官，共计5670户农民通过
区财政“一卡通”系统领取了“农业支持
保护补贴”，涉及资金27万元。

据了解，根据省财政厅、省农委印
发的《安徽省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实施

方案》（财农[2016]857 号）文件精神，自
2016 年起，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
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
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项，
并通过“一本通”系统统一进行发放。

为切实落实好此项工作，区财政
局、区农林水务局已于5月21日联合出

台了《庐阳区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实施
方案》，并召开了庐阳区农业“三项补
贴”改革实施工作会议，具体布置补贴
发放事宜，确保在指定时限前发放到
位。

此前，我区相关乡镇街道还充分利
用电子屏、手机短信、农业广播等形式，

广泛宣传补贴政策改革的相关内容，印
发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政策“明白纸”
发送给农户。同时，我区还设立了热线
电话，接受农户关于此项改革的咨询。

（陈晨 卓丙红）

5600多农民喜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为更好地落实民生工程“五进”工作，提高民
生工程知晓率和的满意度，近日，海棠街道在都
市清华志愿者广场开展“民生趣味运动嗨起来”
活动。本次活动共有8支队伍50名选手参加，活
动分为民生项目“抢”起来、民生项目“猜”起来、
民生项目“贴”起来和民生项目“舞”起来四项内
容。

通过精彩纷呈的互动游戏，选手们玩得开
心，观众们看得仔细，这种寓教于乐的民生宣传
方式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王明红 刘明 侯月梅 摄

“花样”宣传 民生工程

7月8日，在大杨镇文化站，来自各社区的中老年舞蹈团队在进行舞蹈展
演。为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当天下午，该镇组织开展“美在夕阳中老年
舞蹈展演”活动，来自大杨镇各社区的舞蹈团队为辖区居民送上了秧歌舞、扇
子舞、打连厢、柔力球等精彩的舞蹈演出，展现了中老年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 葛传红 摄

本报讯 近日，双岗街道高河埂社区
第二批微心愿正式“上线”，四联四定单
位机关在职党员们第一时间认领社区收
集上来的微心愿，争做“圆梦人”，为辖区
困难人群、特殊群体排忧解难。自去年
以来，该社区已开展两批“微心愿”认领
活动，为 50 余户困难家庭完成“微心
愿”。 （朱晶晶 张亚蒙）

本报讯 小区脏乱差，机动车乱停
放，遇到各类城市管理问题怎么办？这
些问题只要通过关注官方微信“庐阳城
管在线”并进行投诉，就可轻松解决。
据了解，该微信平台自 6 月 8 日上线以
来已运行一个月，共收到各类咨询、投
诉 116 件，其中办结 113 件，正在办理 3
件，办结率达98%，满意率达100%。

“有一部商务车经常停在环城南路
人行道上，让我们怎么走路呀。”前不
久，微信平台上，一位市民图文并茂讲
述了自己的烦恼。看到这一信息后，负
责微信投诉处理的工作人员立即通知
城管执法队员赶到现场，对违停车辆进
行了拍照查处，并在违法停车通知单上

温馨提示如此停车会给别人带来安全
隐患，并将处理结果向投诉的市民做了
回复。看到结果后，该网友在微信平台
上“竖起大拇指”开心地点了个赞。

据悉，该微信平台是融信息发布、
业务咨询、建议投诉处理为一体的掌上
服务平台。“通过该平台，相当于把辖区
居民都发展成了发现城市问题的信息
采集员和参与城市管理工作的监督
员。”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说道，对于在
该平台上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将
由专人在24小时内受理,并依托数字城
管指挥平台在第一时间进行查处，为市
民提供更为优质、快捷的城管服务。

（吴长志 王飞）

“庐阳城管在线”首月解决问题百余件

为区属66所学校“申请”物管人员
本报讯 为提高全区学校物业管理

服务水平，为广大师生提供整洁和安全
的校园环境，我区积极探索学校物业管
理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即通过公开招标
确定物业公司的方式为全区中小学和
幼儿园提供专业化的物业管理服务。
日前，该项目招标已在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完成申报。

据悉，我区中小学和幼儿园物业管
理项目总投入约970万元，覆盖全区50
所中小学（含校区）、15 所幼儿园（含校
区）以及 1 所校外活动中心（庐阳区青

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总计约需近 300
名保洁、门卫、水电工、绿化工等物业工
作人员。中标的物业公司需严格按照

《物业管理条例》以及业主要求，做好校
园内露天环境（包括“门前三包”）和建
筑内公共活动区域（包括会议室、多功
能教室等）的日常保洁、日常维护和维
修、绿化养护以及门卫值班等服务。

此外，为保证物业服务质量，本次
招标将确定 4 家中标企业，预计物业工
作人员8月中旬到岗。

（冯朝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