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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余萍 通讯员 文安然

近日，市总工会在全市启动第二

十三届“金秋助学”活动，符合工会建

档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受疫

情、汛情等影响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

以及建档立卡农村贫困户子女均可

申请助学救助。

覆盖三类困难家庭
最高可获6480元资助

据介绍，市总工会第二十三届“金

秋助学”活动资助对象在今年进行了

“扩面”，在往年覆盖困难职工家庭和

建档立卡农村贫困户子女的基础上，

将受疫情、汛情等影响的困难职工家

庭子女也纳入了助学救助范围。

其中，对符合工会建档条件的困

难职工家庭子女，继续实施“金牌蓝

领”和“圆梦计划”。“金牌蓝领”计划

的对象为今年新考上中职、高职院校

的困难职工子女；“圆梦计划”的对象

为高校新入学及在读的建档在册困

难职工子女。凡是今年新考入普通

高等院校、高职院校和已在普通高等

院校、高职院校就读的（含以前未接

受过工会助学救助的困难职工家

庭），符合全总、省总档的每人资助

6480元；符合市（县）总档的每人资助

5000元。今年考入普通高中（含中等

职业学校）的，以及接受特殊教育的

残疾儿童，给予5000元资助。

对于今年受疫情、汛情等影响家

庭经济损失10000元以上，且造成生

活困难（由居委会或村委会提供），但

不符合建档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考

入普通高等院校子女，按照2000元/

人的标准发放助学金。

对建档立卡农村贫困户子女，当

年考入大学的一次性给予4000元资

助，当年考入高职（高专）院校的一次

性给予 3000 元资助，义务教育阶段

给予每年500元资助。

已开始接受申请
已享受助学救助者不得重复享受

据介绍，市总工会第二十三届

“金秋助学”活动现已开始接受申请，

符合工会建档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

子女，受疫情、汛情等影响的困难职

工家庭子女以及建档立卡农村贫困

户子女均可申请。

其中，困难职工子女可向职工本

人所在单位和社区工会提出申请，填

写相应助学申请表，已在档困难职工

家庭子女需提供录取通知书及学费标

准；“圆梦计划”对象还需提供本人上

学年各科成绩单或成绩截图。新建档

困难职工家庭子女需提供录取通知书

及学费标准；“圆梦计划”对象需提供

本人上学年各科成绩单或成绩截图；

本人、配偶及子女户口本复印件；家庭

成员工资收入证明；近一年主要支出

证明（病历诊断书、近期医保结算单

据）；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残疾证、工伤

认定书、低保证、失业证）。

受疫情、汛情等影响的困难职工家

庭子女在填写助学申请表时，需提供家庭

经济损失及生活困难证明（由居委会或村

委会提供）；录取通知书及学费标准。

建档立卡农村贫困户子女申请时

需提供贫困家庭《扶贫手册》；录取通

知书及学费标准；家庭成员户口本等。

申报家庭通过其他渠道已享受

助学救助的，不得重复享受工会助学

救助。

市总工会第二十三届“金秋助学”活动启动

疫情汛情导致家庭困难学子可申请

记 者 张令琪 实习生 陈一蕊
通讯员 陈杉杉

“我们小区私拉电线充电的特别

多，这种情况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

患。”住在红旗社区红旗村5栋的蒋银

兰长期受小区私拉电线影响，“尽管

社区网格员在每栋楼挨个巡查，发现

有私拉电线的就上门劝阻，但还是有

不少居民为了图自己方便，屡次三番

私拉电线在楼下充电。”

其实为了解决小区内电动车乱

停放问题，社区联合物业在小区多个

地方划了停车线，引导居民把电动车

停到指定区域。“确实大有改观，但还

是有小部分居民依旧我行我素。”蒋

银兰说，为了小区环境，非机动车管

理势必要像机动车管理一样逐步进

入正轨。

乱停的电瓶车不仅仅让小区居

民困扰，在一些公共场所，由于电瓶

车无序停放，环境状况不容乐观。育

才路菜市场开了快有30年了，早晚市

菜场门口乱停的电瓶车，让原本不宽

敞的育才路更加拥挤。“尤其是现在

正在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施工，电瓶

车、共享单车的乱停放问题如果不解

决，育才路基本没办法通行。”住在湖

西社区雨山五村的吴炳华十分无奈，

他自己就是社区组织的整治市场乱

停车辆和清扫环境卫生的党员志愿

者之一，尽管每天早上4点多街道城

管队员就到岗维持育才路市场门口

秩序，但仍然有些市民趁他们不注意

随便停。“现在社区联合城管在市场

门口划了自行车停车位，并设置了党

员志愿岗引导买菜群众有序停车。

我希望通过大家共同努力和配合，让

市场环境得到根本改观，让育才路市

场整洁、美观。”

《马鞍山养犬管理条例》正式实

施后，遛狗不牵绳的现象大为改观。

雍珣，住在鹊桥小区，家里养了一只

泰迪犬，去年全市推广文明养犬后，

她就给家里的狗狗植入了芯片，也办

理了狗证。“我身边有朋友丢狗的，在

追踪过程中，芯片定位有时候派不上

用场，这个让我挺担心的，希望后期

可以改进。”她认为，市里出台文明养

犬规定目的不在于处罚，而在于培养

大家文明养犬的意识，为养犬人提供

基本规范可遵循，好保障大家的权

益，让养犬人得到更多人的理解。

对于现行的条例，雍珣希望政府

可以开放一些可供狗狗游玩的场

所。“现在大多公园和广场都不允许

狗进去，这让遛狗成了一件麻烦事。”

雍珣深知，提供遛狗场所的前提是养

犬人的文明规范，“这需要我们大家

一起努力。”

记者手记：

文明城市的创建除了看得见、摸
得着的城市变化，更重要的是广大市
民的积极参与。共建共享，应当是创
建文明城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每
一个市民都成为文明城市建设的参
与者和践行者，也成为文明城市建设
成果的共享者。只有真正让文明之
风吹进每个人心里，让荣辱感、是非
观成为人人心中衡量行为的一把把
标尺，才能让规矩立得住、行得稳。

当然，文明创建非一日之功，各
级各部门在实施文明创建各项规章
制度时，也不能仅仅当做指标任务完
成。如何更好地引导、促进每一个人
发自内心改善行为习惯，是职能部门
在实施细则时需要动点脑筋的地方，
这也是行政的艺术所在。

让文明之风吹进每个人心里
雨山区居民热议共建共享文明城市

8月5日，家住南湖社区中央花

园的居民发现，在小区中心广场多

了一个黄色的“小木屋”，内部配备

有小铁锹、卫生纸和塑料袋，方便

犬主清理狗狗粪便。据了解，为了

维护小区公共环境卫生，同时也为

了方便养狗的居民，湖东路街道南

湖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创新思路，在

小区休闲广场设置了一只这样的

“宠物拾便工具箱”。

今年以来，湖东路街道城管、

派出所联合各社区用服务、管理和

执法相结合的手段，在加大犬只不

办证、遛狗不牵绳等不文明养犬行

为处罚力度的同时，不断推出用服

务引领文明，用文明传递温情的各

项举措，引导养犬人自觉规范养犬

行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净化公

共卫生环境，提升城市品质和文明

形象，扎实推进犬只管理规范化、

法制化和常态化。

文图/记者 邵纪明
通讯员 刘晓萍 张吉

“宠物拾便工具箱”让市民养犬更文明！
本报讯（记者 任德玲 通讯员

吴代安 彭彩梅） 8月 5日，记者从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慈湖高新区

和当涂县三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日前

共获得本年度省级地质灾害防治专

项资金209.74万元，全市获得资金总

额位居全省第四。

根据治理方案，该资金将用于地

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省

级地质灾害治理补助项目及资金的

管理，确保项目工程质量，及时防范

化解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落下一户。

入汛以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始终

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

合”，及时分析研判全市地质灾害防

治形势，严格落实各项防治措施，通

过多方面开展，压实地灾防治责任

化；多渠道推进，构建地灾防治科技

化；多途径保障，促进地灾防治长效

化，“三化同步”做好汛期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截至7月底，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累计派出地质灾害巡查、督查

103组次，人员383人次，巡查地质灾

害隐患点552次，转移受威胁人员累

计34户102人，联合气象部门共发布

地质灾害黄色预警22次，累计发布地

灾预警短信及小知识7万条。

我市获省级地质灾害工程治理专项资金逾2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谈恒成 通讯员
夏睿）为丰富广大读者的暑期文化生

活，8月2日，由市图书馆举办的“暑期

公益培训课”正式开讲。培训第一课

由全国优秀教师、省十佳青年教师、市

学科带头人桂中华老师主讲。

桂中华老师来自市第十九中学，

是市朗诵演讲学会理事和市宣讲团成

员。当天的培训课上，桂中华老师从

“什么是演讲”“演讲稿的分类”“演讲

稿的特征”和“演讲稿的写作”等四个

方面，与大家分享了多年来撰写演讲

稿的心得感悟，并分析了优秀演讲稿

的构成特点、选材原则和语言表述等

内容。此外，桂中华老师还通过一些

案例来讲述怎样撰写演讲稿，以及在

演讲时如何更能打动听众，从而让自

己的演讲情绪得到更大的发挥。

市图书馆“暑期公益培训课”开讲

记 者 余齐斌
通讯员 王 洋 曾少强

博望人民医院项目住院楼多个

区域正在进行地上一层主体钢筋绑

扎、人防地下室抗浮锚杆施工、地下

室内架搭设及墙柱钢筋绑扎；荣博佳

苑B组团安置房项目完成施工红线

区域内水塘清淤、场地硬化等工作，

正在开挖基坑……8月5日，记者了

解到，“宁博一体化”基础设施补短板

EPC总承包工程在抓紧推进。

“7月的连续降雨和严峻的防汛

形势，对工程施工影响很大。现在

天气晴朗，我们就‘避开高温、抓住

早晚’，尽快把耽误的进度夺回来。”

项目党支部书记洪雪江对记者说。

“宁博一体化”工程涉及范围包

括博望镇、新市镇、丹阳镇，项目点

多面广包括市政设施（其中道路28

条）、学校建设、安置房、博望区人民

医院等26个子项工程。

随着周边商住楼的增加，莲华

广场原来的绿化景观显得单调，相

关设施配套缺乏。该广场绿化提升

工程去年11月开工后，项目部调集

人力物力加快推进，今年 7月底结

束。如今，这里新建了八角亭、回

廊，安装了座椅、景观灯，增加了诸

多绿化景观，成为城区绿岛和人们

空余时间散步休息的好去处。

横山风景区位于博望镇北部，为

让游客和车辆通畅进出景区，博望区

实施了横山景区景观大道改建工

程。景观大道全长1.84公里，为市政

配套提升项目之一，改建工程包括景

区出入口改造、游步道路面改造、停

车场改造、景观提升等内容。8月5

日记者走进施工现场，只见挂有“横

山”二字木匾的门楼已建成，颇为高

大气派，景区道路拓宽正在进行。项

目部市政项目施工负责人郭昌武介

绍说：“目前道路拓宽、绿化提升工程

进入尾声，下一步就是安装路灯、景

观灯，建设游客中心和两个公厕，计

划10月份全面完成。”

据了解，丹阳中心学校主体结构

二次砌筑和屋面施工全部结束，内外

部装饰装修正按照计划节点快速推

进，8月底将竣工交付；新市初级中学、

北部安置房项目和市政道路均已按照

计划节点有序推进。1-7月，“宁博一

体化”工程完成建安产值3亿元，占年

计划的60%，超过序时进度。

抢抓晴好天气 加快施工进度
——“宁博一体化”项目建设走访记

8月3日，记者走进落户慈湖高
新区的中电泰日升马鞍山科技有限
公司暨年产 5G 通讯结构件 168 万
套生产项目建设工地看到，160 多
名工人正在办公楼及厂房紧张施工

作业。据了解，该项目计划投资 5
亿元，全面投产后年产值达 10 亿
元。目前，该项目正在有序加快进
度，整个工程预计今年底竣工。
记者 邵纪明 通讯员 施明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