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5日上午，52岁的社区居民王莉到林店街道金池社区新成立
的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咨询招聘岗位信息。

据了解，为解决社区育龄妇女、大龄青年再就业难问题，金池社区
联合安徽远创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社区版就业创业服务
中心，收集辖区企业招聘信息，并提供就业指导帮扶，为再就业困难人
员提供就业岗位。 谭炎哲 摄

社区成立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本报讯 为给广大学生创造良好的
入学环境，自8月中旬起，区城管局在全
区 40所中小学周边积极开展“护学行
动”，主要对校园周边市容环境、交通秩
序等开展集中整治，为新学期“保驾护
航”。

“请把店外的物品搬到店内，保持
店门前环境卫生。”“不能在道路上发放
招生培训传单，请赶紧离开，不要堵在
学校门前。”9月 4日上午，在海棠街道

辖区凤台路上的海棠小学门口，该街道
城管队员在巡查中，对出店经营商户和
散发小广告人员进行劝导、教育。

“新学期伊始，不少商户选择在学
校门口散发培训小广告、兜售各类文具
等，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和交通秩序。”
区城管局执法大队负责人介绍，针对这
一现象，从8月中旬，我们就开始对新学
期的“护学行动”进行了部署，安排各街
道城管中队的执法队员对校园周边乱

象进行规范整治。截至目前，共取缔违
规促销16起、出店经营23家。

除此之外，自9月1日正式开学起，
区城管局还将继续在学校门口设立“护
学岗”。今年的“护学岗”设置范围扩大
至辖区北二环以内全部中小学。“护学
岗”是在上下学前后一个小时内，在学
校门口安排一名城管人员定岗执法，对
多种城市管理违法行为、交通拥堵现象
进行规范整治。同时，执法人员还将加

强对学生家长、经营户关于食品安全知
识和保护市容环境的宣传教育，使之共
同参与“护学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庐阳经开区安庆
路第三小学灵溪校区门前，城管队员还
在相关路段设置了减速带、斑马线、爆
闪灯和禁停标志，为上下学期间的学生
增加了“安全砝码”。

（叶亮 吴俊 肖倩）

“护学行动”覆盖全区40所中小学

2017年9月7日 星期四 3民生 新闻 Minsheng Xinwen

本报讯“许多疾病都需要有效的
预防，尤其是在居民中间，普及健康的
生活知识，尤其重要，而我们到基层，就
是满足了这方面的需求。”作为省立医
院下沉到基层的高年资护士任海燕日
前告诉记者，从三甲医院下沉到社区，
她最大的感受是从护理工作向健康教
育工作的转变。近日，由三孝口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牵头，联合安徽省立医
院、区卫计局、三孝口街道相关人员在
城隍庙南大门广场，举办了以“推进残
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为主题的大型
义诊活动。

义诊活动中，三孝口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联手省立医院神
经科、心内科、康复科等科室的一批专
家和入驻该中心的部分高年资护士（指
年龄 40岁以上、具有 15年以上临床护
理工作经验、经过专科护士培训取得专
科护士证书或具备主管护师专业技术

职务、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者），一
起向广大市民宣传预防残疾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同时积极宣传高年资护士下
沉到基层的相关优惠政策等。他们还
现场解答了群众关于残疾预防方面的
疑难问题，并发放了宣传资料，还开展
了免费测血压、血糖等便民服务活动。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让辖区居
民了解到，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到省级专
家的医疗服务。”据区卫计局负责人介
绍，自 7月底我区启动安徽省创新城市

“医联体”试点工作以来，全区的 7个街
道（亳州路街道、三孝口街道、逍遥津街
道、双岗街道、杏林街道、林店街道、四
里河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
对接省立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安医
大一附院等 3家三甲医院，建立起城市
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责任共担、利
益共享机制，让优质医疗资源能够下沉
到社区，更好地满足居民一体化健康服

务需求，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据了解，此次启动的“医联体”试点

工作，主要是以选派高年资护士进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为试点，以城市“医联体”
为载体，以医院高年资护士为纽带，以
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三人”以及高
血压、糖尿病、精神病、脑卒中康复“四
病”等为重点，优化家庭医生签约、社区
首诊、预约转诊、双向转诊连续服务的
流程，切实做到城市医院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协同服务。

据该负责人介绍，8月 10日，由上
述 3家城市医院选派的临床工作经验
丰富的 10名高年资护士，已全部入驻
我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其中，4名省立
医院护士分别入驻亳州路、三孝口、逍
遥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名市一
院护士分别入驻双岗、杏林、林店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名安医大一附院
护士入驻四里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担任“技术联络官”，推动医院和社
区建立关系，顺畅上下联动和协同。

这些“技术联络官”今后将重点加
强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诊疗护理规
范、专科护理及社区护理等方面的培训
和技术指导，提高社区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

“技术联络官”到社区后，还将扮演
“技术总监”角色，重点围绕“三人”、“四
病”开展临床护理、健康管理和特定的
治疗服务，如健康评估、慢性病康复、开
具检查检验和解读报告等。

此外，下沉到基层的高年资护士还
将担任“技术顾问”，负责基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慢性病管理、老年人健康、
妇幼系统管理等专项工作的技术咨询
与指导，同时开展专科护理门诊及义诊
服务。

（邱慧鑫 张国强 汪滢滢）

首批高年资护士下基层开展“医联体”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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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我区部分
公厕的品质，8月 30日起，区城管局
设施中心将启动对 4 座直管公厕和
12座非直管公厕的改造提升工作。

本次改造提升的4座直管公厕为
颍上路公厕（颍上路与临泉路交叉口
附近）、大众巷公厕（长江路与大众巷
交叉口附近）、黄山巷公厕（安庆路与
黄山巷交叉口附近）等，计划在近期
全部开建，预计10月底完成改造。改
造提升的12座非直管公厕，分别位于
逍遥津街道市委宿舍大院活动室旁、

市政府宿舍活动室东、省建设厅宿舍
大院44幢旁的3座公厕；双岗街道消
防巷内、北一环 80 号（金笔厂宿舍
内）、建馨园小区内、北一环 88号（电
焊条厂宿舍区内）8栋旁、合瓦路油泵
厂宿舍的 5座公厕；杏林街道阜阳路
五金五厂、亳州路街道畅园新村小区
内、大杨镇丁香园小区和桂花苑小区
的4座公厕。非直管公厕改造提升项
目将于 8月 31日开工，预计 2017年
底完成改造。

（王飞 周莹莹 高俊）

老城区16座公厕提档升级

创新教育管理 建设“安徽教育名区”
（上接第二版）
创行——首家学前教育互动发展联

盟
为充分发挥省市级一类园优质资源

的辐射作用，我区于2013年11月创造性
地建立了“学前教育互动发展联盟”，依
托 7 所独立法人的公办园纵向建立了 7

个学前教育互动发展联盟，将辖区内120
多所幼儿园及幼儿看护点结成“互动发
展联盟”，基本实现学前优质教育资源
全域覆盖。

我区的幼教在全省率先形成了“以
省市级一类园为龙头、以互动发展联盟
为依托、以分类指导为方法、以小步推进

为策略，以一日活动为载体、以促进和提
高全区科学保教水平为目标”的教研网
络系统和“学习—实践—学习”螺旋上升
的研讨路径，诸多经验在全市乃至全省
得到推广。近年来，各联盟共开展1000
多项科学保教活动，有力提升了全区薄
弱幼儿园和看护点的保教水平。·任琨·

为提高居民的院前急救能力，普及心肺复苏基本知识，让更多居民
掌握心肺复苏基本技能，9月6日，大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市一院
开展“心肺复苏普及进社区”活动。在活动现场，急救医生为居民讲解心
肺复苏的动作要领，传授心肺复苏技能。 葛传红 张香云 摄

开展心肺复苏技能培训

本报讯 日前，逍遥津街道在
辖区6个居民小区开展环境评比
活动。活动中，评委组不仅会按
照文明创建最新标准给小区打
分，还会当即指出其中的亮点和
不足。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活动
旨在通过文明创建成果评比，树
立“标杆小区”，进一步推动文明
创建工作向纵深推进。

（施玉芹 张金成）

本报讯 为提高广大社区居
民对精神疾病及有关康复知识的
了解，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水平，
9月3日，大杨镇社区卫生服中心
邀请市第四人民医院资深精神科
专家来到高桥社居委开展重性精
神疾病患者对口帮扶康复知识讲
座。讲座上，专家为患者家属讲
解了精神疾病的常见症状、治疗、
预防复发及康复的方法。

（葛传红 徐萍）

本报讯 笔者日前从区城管局获
悉，为解决停放区域标线不明显、共
享单车随意停放等非机动车乱停放
问题，在前期调查摸排的基础上，该
局近日在庐江路尝试采用醒目的油
漆，在人行道上施划了 5处非机动车
停放泊位。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施划的非机
动车停放泊位与以往有所不同。“此
前，我们在辖区主次干道上已经施划
了两千余处非机动车停车区,但大多
数都是用白线框一下，时间久了容易
出现磨损、消失。”区城管局负责人说,
此次采用新标准对非机动车停放区

域进行施划,边框为白色标线,并用绿
色油漆进行喷涂填充,样式清新，十分
醒目且经久耐用。

据悉，此次施划的标准停放泊位
长约 10米、宽约 2米，能够一次停放
20多辆非机动车。区城管局下一步
将对辖区主次干道沿线、公园景点等
处的非机动车停放管理情况进行摸
排，适当增加标准化的停车位，尽可
能满足非机动车停放需求。同时，按
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辖区各街道城管
部门有序引导市民规范停车。

（肖倩 王晓燕）

庐江路新增非机动车“绿色停车位”

本报讯 笔者日前从区民政局获悉，
我区 2017 年度低保家庭大学生救助工
作扎实推进。经审核目前全区符合条件
的救助对象有57人，预计下拨救助资金
23万元。其中今年新增本科生9名、专科
生 11 名，继续救助低保家庭大学生 37
名。

据悉，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城乡社会
救助体系，完善低保家庭大学生救助机
制，保障困难家庭中的大学生顺利入学
并完成学业，自2014年起，我区在全省率
先启动了低保家庭大学生救助工作。每
年8月份，凡符合救助条件的城乡低保家

庭大学生均可向户籍所在的村居提交书
面申请，并提交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户
口簿、城乡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经审
批后，区民政部门将对符合条件的低保
家庭大学生在校期间进行持续救助。三
年来，全区已累计有149人次低保家庭大
学生受益。

根据安排，我区积极扩大救助范围，
对拥有我区户籍的低保家庭或家中有重
病、重残者经区民政局审核认定的低收
入家庭中的大学生进行救助。其中，考
入普通高等院校专科的学生救助标准为
3000 元每人每年；考入普通高等院校第

二批本科的学生救助标准为4000元每人
每年；考入国家重点普通高等院校第一
批本科的学生救助标准为5000元每人每
年。救助名额不受限制，应助尽助，直至
救助对象完成大学学业。此外，同一年
度已享受过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慈
善等部门或社会团体救助的大学生，如
救助金额低于我区低保家庭大学生的救
助标准，可享受差额救助，持平或高于我
区低保家庭大学生的救助标准的不予救
助。救助资金实行社会化打卡方式发放
到户，确保城乡低保和低收入家庭大学
生获得及时救助。 （李科 吴琼）

20名低保家庭大学新生获救助

本报讯 8月31日，长丰路小型垃
圾中转站（以下简称长丰路垃圾站）
在完成最后一批生活垃圾转运后，正
式关停。此举标志着我区一环范围
内将不再存在垃圾中转站。

长丰路垃圾站始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是合肥市较早建成的垃圾转运
站之一。该垃圾站承担着亳州路街
道、杏花村街道、四里河街道等多个
街道的生活垃圾收运任务，高峰时期
每日垃圾收运量达 200多吨，在我区
生活垃圾收运历史上曾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不仅如此，长丰路垃圾站还一度
是我区环卫作业的窗口单位。2013
年经改造，该站内有着设计精巧的斜

坡形污水槽，镂空铁艺的围墙及郁郁
葱葱的绿色植物，花坛里紫薇、桂花、
红枫、月季等种植其间，被誉为合肥
市首座花园式垃圾站，受到很多市民
称赞。

区城管局转运中心负责人介绍
说，现位于北二环以北的永青固体废
弃物转运站每日可转运垃圾 800 多
吨，可以承担全区 98%以上的生活垃
圾运输，因此我区具备了关闭一环以
内小型垃圾转运站的条件。长丰路
站关停后，目前我区尚有大杨垃圾转
运站1座老式小型垃圾中转站辅助进
行生活垃圾运输。

（檀小川 王飞 肖倩）

长丰路垃圾站关停

8月30日，合肥安庆路幼儿园桃
蹊分园正式投入使用。

据悉，该幼儿园位于 4A 级旅游
景区三十岗乡，占地面积近3000平方
米。该园除拥有一流硬件保教设备
外，园内还有土坡、涵洞、水车等具有
乡村气息的幼儿活动场所。同时，该
园也是我区首个乡村公办幼儿园，被
称“最美乡村幼儿园”。

葛传红 摄

最美乡村幼儿园开园

本报讯 日前，四里河街道
银河湾社区法律援助点对辖区
20余户困难群体进行走访，并向
他们发放法律援助民生工程一
封信、便民服务卡等，引导群众
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
下一步，该街道还将在学校、企
业设立法律援助志愿者工作站，
为居民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

（刘艳艳）

283名协管取得辅助行政执法证
本报讯 近日，经过申领、培训、测

试、公示等环节，我区首批 283名城管协
管员取得“合肥市辅助行政执法证”。

“推行城管协管员持证上岗制度，能
够进一步推动城市管理的制度化、规范
化。”区城管局执法科负责人说，只有拥
有辅助行政执法证，城管协管员才能从

事行政执法辅助工作。据悉，取得辅助
行政执法证的城管协管员，可以从事宣
传相关法律法规、巡查行政执法责任区、
劝阻制止城市管理违法行为等行政执法
辅助工作。同时，城管协管员从事行政
执法辅助工作时，应当主动向行政相对
人出示辅助行政执法证。

“令我收获最大的不单单是这个证
件，而是在申领证件过程中个人能力和
素质得到的提升。”9月3日下午，在参加
业务技能培训与公共法律知识培训并通
过全市统一组织的考试合格后，拿到辅
助行政执法证的城管协管员毛伟开心地
说。 （姜鹏 韩雅慧 钟有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