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区城管局在全区范
围内推行“路面工作法”。该工作法以

“发现问题在路面，协调处置在路面，
督查督办在路面”为原则，可快速发
现、解决各类城市管理问题。从实践
来看，该模式是一个可有效解决城市
管理问题的创新工作方法。自“路面
工作法”推行以来，区城管局工作人员
按照“路面工作法”的要求进行了 5次
路面督查工作，督查发现各类重点城
市管理问题 59项，其中已到整改期限

的 20项问题全部整改完成并通过了复
核，其余问题将限期整改完毕。

区城管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执
法队员的工作规范性一直是广大市民
的关注点和城市管理工作的重点，而

“路面工作法”的推行就是为了直接解
决这一问题。它是以督查为主要方式
的工作方法，督查内容涵盖了辖区内
重点区域的市容秩序与执法队员在岗
履职、队容风纪等。

“为了保证督查效果，由局领导班

子成员、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和工作
人员、局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督
查组，全面排查全区重点区域的各项
城市管理问题，让所有相关问题无所
遁形。”据其介绍，为了让督查结果更
加全面准确，在督查时采用综合督查、
专项督查和随机抽查的形式，以便真
实掌握重点路段的城市管理情况。

此外，“路面工作法”中的“一次督
查、二次复核、三次督办”程序，是对发
现的问题跟踪到底、追究到底的工作

程序，所有发现问题都会记录在案并
督促责任单位整改，之后还会对问题
进行复核，复核不通过还会以领导督
办专案的形式挂网督办，直至问题解
决。

据悉，除了近期推行的“路面工作
法”，该局在提升城市管理常态化、精
细化水平上还做了许多努力，如目前
一直在推进的数字城管建设等工作，
对全区城市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有很
大帮助。 （姜鹏 王飞）

全区首试城市管理“路面工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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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住在逍遥津街道拱辰社区的
黄崇岭，1959 年出生，1977 年参军，
1989 年转业到地方。近 10 年来，黄崇
岭一直热心志愿服务事业，并于日前
获得10月份的“合肥好人”称号。黄崇
岭从小就是个热心肠，多年的军旅生
活更锻炼了其乐于助人、坚毅向善的
优秀品格。在部队期间，黄崇岭共荣
获三等功两次、受嘉奖9次。他于2013
年和2014年度分别被市文明办表彰为

“合肥市优秀志愿者”，2015 年度被我
区表彰为“优秀志愿者”，还先后获得
市残联首届“合肥市助残先进个人”，
全市“优秀党员”、“优秀公务员”等称
号。

爱心助学 十年如一日
十年前，黄崇岭所在单位组织的

“牵着我的手——共擎一片天爱心助
学”活动让他与志愿帮扶结下了不解之
缘。通过参加活动，黄崇岭被贫寒学子
的处境深深打动，他主动找到领导要求
与贫困学生结成对子。于是，他在众多
的贫困学生当中挑选了两名家庭条件
最差的学生——李小云和王强浩。

七岁的李小云和八岁的王强浩两
人的家都在金寨县的偏远山区。李小
云是一名孤儿，父母在一次车祸中双双
身亡，其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王强浩，
父亲身患心脏病、颈椎压迫神经造成下
肢不便；母亲是重度残疾人，家庭生活
很困难。面对这样的两个家庭，黄崇岭
毫不犹豫，毅然做出了结对帮扶他们的
选择。

十年间，只要一有闲暇时间，黄崇
岭总要带着一些生活必需品来到这两
个家庭，拉着孩子的手认真询问家里的

生活情况和他们的学习状况。从第一
次来与这两个家庭结成对子后，黄崇岭
就决定给两个孩子每人每年资助1200
元，直到他们大学毕业。如今这两个孩
子都在读高二，黄崇岭已连续资助了十
年，累计金额3万余元。

此外，黄崇岭还是逍遥津街道拱辰
社区“爱心课堂”里的一名“常驻”助学
志愿者。在这里，黄崇岭充分利用自已
喜欢写作的一技之长，每周六去给前来
学习的孩子们教授写作，目前已在那里
志愿服务 320 小时。此举受到孩子家
长的一致好评。

助人为乐 关注残疾人
“黄大哥助人为乐，是个热心人。”

熟悉黄崇岭的人都这么说，无论是单位
同事还是亲朋邻里，无不竖指称道。

近年来，黄崇岭还先后为5名残疾
人送去轮椅。长丰县一位聋哑老人腿
疼不能行走需要住院，他的老伴和儿子
都是精神病人，无人照顾。老人得知此
情黄崇岭将老人送去医院，还多次到医
院看望，并为其垫付医药费，出院后又
到老人家送去生活用品。

邻居家的一个小孩是先天性心脏
病不能行走，被父母遗弃，由爷爷奶奶
抚养。为使孩子病患到医治，他多次奔
走于民政、残联等部门，并送孩子去医
院检查。他先后为孩子争取困难补助1
万元、医疗救助 1 万元，还从自己的工
资中拿出 2000 元，为孩子购买了辅助
鞋和营养品。当看到术后的孩子能慢
慢行走时，黄崇岭内心感到无比欣慰。

保护环境 做护林使者
2012年的一天，黄崇岭在杏花公园

晨炼中，突然发现一棵大树上被钉了几
大铁钉，仔细一看周围不少树木上也被
钉了好多钉子。经过细心观察，他发现
这些钉子是养鸟的市民为了方便自己
锻炼的时候有地方挂鸟笼子，还有的是
为了挂自己的衣服。

第二天锻炼时，他带上了老虎钳、
羊角锤，将树上的钉子拔了下来。由于
很多树木上都有钉子，他连找带拔忙活
了一个上午。从那以后，保护绿植成为
黄崇岭给自己的一个重要任务。

转眼间已经过去了4年，他的护绿
范围从杏花公园扩大到附近的多条街
道和公园，拔下了一茬又一茬的钉
子。除了拔钉子，黄崇岭利用业余时
间，每天骑着自行车在附近的公园和
路边转悠，只要发现有损坏花草树木
的现象，他就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坚
决制止。

一天下午，一辆运货汽车停在沿河
路旁，一名男子休息时，双手攥着路边
的一棵小树不停摇晃，还不时将小树拉
成弓形。此情景恰被黄崇岭发现。他
迅速跑上前去，高喊“住手”，并毫不客
气地数落对方一顿。那人自知理亏，只
得乖乖认错。

十年来，黄崇岭以真诚的爱心做好
事，用辛勤的汗水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
值。他说：一颗爱心就像一滴水，汇集
起来就是爱的海洋。

·董怀华 凤文静 ·

黄崇岭:“全能型”志愿者的别样人生

关注糖尿病关注糖尿病 宣传上街头宣传上街头
11月14日，在大杨镇龙王菜市，社区医生为居民免费义诊。
当日是第10个“联合国糖尿病日”，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来

到人流量密集的龙王菜市为辖区居民宣传糖尿病预防知识，并免费为
市民测量血压、血糖，让居民正确认识糖尿病，减少糖尿病的危害。

葛传红 徐萍 摄

一句话 消息

本报讯 冬季来临，安全生产更要
保持时刻警醒。记者日前从区重点局
获悉，11月2日-10日，该局对局管在建
房建及市政道路项目开展了第四季度
质量安全生产大检查，旨在进一步落实
冬季质量安全生产工作，确保施工现场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此次安全大检查由区重点局、区住
建局、区安监局、区第三方巡查小组的
代表及相关专家等 11人组成的检查组
实施，采取“不定点、不限时”的方式对
局管在建工地进行全面突击检查。检
查涉及三十岗二期复建点、安三小、湖
畔新城复建点、十张小学等14个房建项
目，以及迎春路、凤凰山路、夏荷路等11
条市政道路。在各项目处，检查组从关
键部位质量、安全管理、文明施工、大型
机械设备、农民工维权等方面对施工现

场进行了细致检查。
本次检查中，检查组对存在安全隐

患的4台塔吊、2台人货电梯，责令相关
单位立即停用；对于存在较大质量安全
隐患的，责令相关单位立即停工全面排
查整改。截至检查结束时，检查组共查
出 95个质量安全隐患，下发了 19份整
改通知单。

“针对发现的各类问题，我们要求
项目各方责任主体要高度重视，立即进
行整改。对于不整改和整改不及时的
项目，我们将依据合同以及制度对施
工、监理单位作出顶格处理，并在全区
召开质量安全检查情况通报会，将对此
次质量安全生产大检查结果予以通
报。”区重点局负责人表示。

（陈晨 杨世广 林权）

多个建设项目接受安全“体检”

本报讯 我区一些经过改造提升的
地下排水管网，在今夏的持续暴雨面前
经受住了考验。新一轮城区积涝点改
造工程已于近日正式进入施工阶段，待
工程完工后，老城区的防涝能力将得到
进一步提升。

据区市政绿管办市政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切实做好全区城市防汛工
作，该办于今年 8月启动了新一轮积涝
点改造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并于 10
月下旬完成了施工招标，本月初正式开
始施工。目前改造工程已全面铺开、全
力推进。“此前，我们会同全区各乡镇街
道相关人员，对辖区范围内的排水设施

状况进行了新一轮摸排，根据掌握的最
新信息开展了相关的设计工作，以做到

‘发现及时、设计及时、整改及时’，确保
积涝隐患得到及时处置。”

本轮改造工程涉及亳州路街道、双
岗街道、三孝口街道、逍遥津街道辖区，
将对四个街道辖区内共计约 50处存在
积水和积涝问题的道路、小区、单位等
区域问题点的排水设施予以提档完善，
并将采用雨污分流、扩大管径、更换管
道、泵排辅助等方式消除积涝问题。整
个工程计划明年汛期来临前全部完工。

（陈晨 蒯正权）

老城区近50处积涝点启动改造

11 月 11 日，在瓜牛公园，
市民在粉黛乱子草丛里拍照留
念。

为让市民能够享受到别样
的秋色田园美景，今年，三十岗
乡瓜牛公园在园内种植了一万
多株粉黛乱子草，该草原产地
墨西哥，目前已全部开放，为市
民带来粉色的田园感受。

王翔玉 冬生 摄

粉黛乱子
扮靓秋色田园

本报讯 11月 13日上午，36中新
建艺体综合楼项目开工。该项目总
建筑面积约6698平方米，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 5347.62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
积 1350.38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主
体工程、室外雨污水、道路、园林景观
等，预计2017年9月前交付使用。

（陈晨 潘伟）

““新乡贤新乡贤””宣讲优秀文化宣讲优秀文化
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传统优秀文化，近日，杏花村街

道“新乡贤”宣讲团，走进居民小区、社区大院宣讲身边的好人好事、家
风传承、时事政策、太极养生等，不拘形式传播正能量，深受辖区居民的
欢迎。 谢奉群 摄

本报讯“好消息，好消息，居民不
出家门就能看到三甲医院专家的门诊
啦。”11月 12日，亳州路街道畅园社区
的志愿者广场上热闹非凡，有的居民在
测量血压、有的居民在议论着涉及亳州
路街道辖区居民切身利益的好消息。

原来，前不久亳州路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正式与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两家三

甲医院签订了医联体协议，今后两家医
院的专家将定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坐诊，亳州路街道的居民在家门口就可
以接受三甲医院专家提供的诊疗服
务。85岁的社区居民李老手拿宣传单
页告诉笔者，“这真是个好消息啊。我
们老了，糖尿病、高血压、胃病等都来困
扰，有时严重了就只能到大医院去看
病，可是挂号、排队太难了……这下在

家门口就可以看上专家门诊了，以后就
不用来回折腾了。”

据了解，医联体是指区域医疗联合
体，是将同一个区域内的医疗资源整合
在一起，通常由一个区域内的三甲医院
与二甲医院、社区医院、村医院组成的
医疗联合体，建立和形成基层首诊、双
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诊疗模
式和格局。今后，亳州路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不仅有名院专家前来坐诊，还
为社区居民开通了绿色通道，社区医生
可通过医联体转诊平台为有需要的居
民直接预约专家号、预约大型检查、预
约住院床位等。相关三甲医院设有专
门的医联体接诊台，畅通双向转诊，实
现无缝对接，让辖区居民在看病、住院
等方面享受最大的便利、最好的服务。

（郭倩 刘琴）

家门口接受专家门诊服务

本报讯 日前，四里河街道城管中队
联合桃花社区对该社区大三景小区、志
愿服务广场、街景公园等多个地方的环
境卫生及楼道乱堆放点进行了专项整
治。整治行动取得了预期成效，共清理
出垃圾 8车次，业主主动搬走乱堆放 10
处，小区环境面貌得到了极大改观。

（康旭）

本报讯 为提高广大居民群众自
觉维护社会秩序和自我防范意识，近
日，杏花村街道金都社区在辖区内开
展“加强综治宣传，提高群众安全感”
宣传活动，宣传活动通过悬挂横幅、
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
式，向广大居民群众宣传了综治平安
建设等相关内容。 （杨阳 钱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