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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春节将至，和县公安局加
大对娱乐场所的监管力度，先后对
12家娱乐场所108名从业人员进行
吸毒抽检，发现吸毒嫌疑人2名。

图为该局禁毒大队民警正在
对娱乐场所从业人员是否吸毒进
行瞳孔检测。

通讯员 秦祖泉 摄

科技测毒“快准狠”

日前,在和县卜陈留守未成年
人之家，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
人”叶连平老师,与全国公安系
统二级英雄模范、“中国好人”杜
昌来同志,围绕交通安全这一主
题，对留守学生进行教育，提升
了留守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

通讯员 秦祖泉 摄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老乡
家生长两年的老母鸡下的草鸡蛋，每
袋鸡蛋重500g，一袋是9.9元……”
12月17日，安徽工业大学校园里
热闹非凡，来自和县历阳镇兴圩村
的驻村工作队员、村干部当了一回

“快递哥”，正在这里使劲吆喝，向
前来采购的安徽工业大学教职员
工代表热情介绍蟹田大米、散养鸡
蛋、小榨菜籽油等乡村土特产。

今年以来，历阳镇兴圩村的
驻村工作队积极对接安工大工
会，在安工大两个校区建起“定点
帮扶村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和校
园超市“农副产品销售专柜”，定
点销售老乡们种植的瓜蒌子、草
莓、麻鸭、老母鸡、挂面、粉丝等特
色农产品。现如今，在兴圩村，驻
村工作队一边指导脱贫户种植特
色农产品，一边当起“快递哥”，将
老乡的绿色农产品快递到高校职
工的手里。既让老乡增了收，又
让职工们买到了放心的土特产，
可谓一举两得。

“脱贫致富激发内生动力是关
键，考虑到部分困难户因为身体残
疾、年老体弱、文化水平低下等原
因不能外出务工，村里以‘小额信
贷、户贷户用、抱团发展’理念，走

出一个兴圩特色的‘产业+销售’
乡村振兴新模式。”村书记王燕介
绍说。

据了解，作为定点帮扶兴圩
村的牵头单位，安工大开展全方
位帮扶，校科研处专门设立2021
年“乡村振兴”专项课题，科技赋
能乡村振兴；校心理咨询中心的
老师还专门为红光小学的师生带
去一堂生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和
活泼的心理训练活动；安工大医
院在两个村开展“乡村振兴，健康
先行”义诊活动，为60岁以上的老
人普及健康知识、测量血压、血
糖、腹部B超、内科体检及医疗咨
询等项目，为行动不便的大病患
者上门提供健康咨询、内科体检、
药物派送等服务。

“以购代捐、以消费带动村集
体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既让特
色农产品拓展销路，又让广大教
职员工享受乡村优质农副产品。
2021年，安徽工业大学采购两个
帮扶村的农副产品总额400多万
元。下一步，我们还要在元旦春
节期间在校园内组织定点帮扶村
农副产品展销……”安工大工会
主席姚敏说。

通讯员 赵婷婷 郭道江

高校吆喝土特产 乐当帮扶“快递哥”

今年以来，和县教育局以服务全县
经济社会建设为宗旨，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多措并举，主动作为，优化全县营商
环境。

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助力学生健康
成长。因地制宜推进课后延时服务，实
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和有需要的学生
全覆盖。立足学校办学特色，结合师资
与资源条件，形成有特色的“第二课堂”，
开展阅读、美术、音乐、武术、科学小实验
等丰富多样的活动，切实满足学生的个
性、兴趣发展，解决家长接送和照管学生

困难问题，增强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做实“四送一服”，优化职能服务。
根据马鞍山市《关于进一步做好外来投
资企业高管高技人员子女入学保障工作
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做好外来投资企业
高管高技人员子女入学保障工作，解决
后顾之忧。摸清外来投资企业高管高技
人员子女入学需求，简化审核申报材料，
解决19名高管高技人员子女就学问题，
切实解决高管高技人员落户和县后顾之
忧。

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充
分发挥政务公开在建设法治政府、服务
型政府等方面的促进作用，认真贯彻落
实政务公开工作要求，围绕群众关注关
切，着力提升政务公开质量，不断加强政
策解读和政务舆情回应，政务公开工作
连续5年获省市县通报表彰。开展权责
清单和公共服务清单动态调整，梳理权
力事项28项，调整后计24项；梳理公共
服务事项45项，调整后计37项，取消依
申请服务1项，规范名称2项。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提高服务

效率。推动教育服务事项网上办理，精
简网上审批流程，提高网办深度，让服务
对象少跑腿、好办事。开展证明事项清
理，及时公布《和县教育局保留证明事项
清单》《和县教育局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目录》，梳理证明事项44件，其中保留42
件，取消2件，实行告知承诺的5件，实施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办件数量 4269
件。针对农村低保证、残疾证等证明事
项，主动进行部门间数据核验，做好学生
资助工作。

通讯员 周小刚 邵宇

县教育局：提高服务效率 优化营商环境 “轰隆隆、轰隆隆”，混凝土搅拌
机不停运转，40余名工人铺砖、砌
墙、浇筑……多点同时施工。12月
15日上午，乌江镇曹庄中心村建设现
场热火朝天，镇村干部和施工方负责
人现场调度、靠前指挥，紧抓近期晴
好天气，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建设过程中，该镇坚持“就地取
材、废物利用，不搞大拆大建”原则，
广泛利用传统建筑和乡土材料，把
庭院、围墙、边角等节点整治成独具
匠心的乡村“作品”，充满农耕气息
的景观给村子增添几分韵味，形成
地域特色和品牌内涵的精品村庄。

“以前羡慕城里干净整洁，现
在我们村里环境优美了、交通方便
了、心头敞亮了，日子也过得越来
越有滋味，一点不比城里差。”谈起
村里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村民们
满脸喜悦和自豪。居住环境变美
了，村民自治的热情也越来越高。
老百姓从最初的不理解不支持，到

如今自觉投工投劳，落实“门前三
包”，积极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据悉，曹庄中心村美丽乡村建
设是2021年省级美丽乡村建设项
目，计划投入550万元，主要以“垃
圾处理、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卫生改
厕、房前屋后环境整治、道路畅通、
污水处理、河沟渠塘疏浚清淤、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村庄绿化、村庄亮
化”等十余项内容为重点，全面改善
提升村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幸福
指数。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成
序时进度95%，特色节点打造持续
推进，廊架、休闲广场等初展新颜。

建设美丽乡村，群众直接受
益。“我们细化建设任务，倒排建设
工期，每天现场跟踪督查，及时掌
握项目进展情况，严格按时间节点
加快工程推进力度，预计春节前完
成曹庄中心村美丽乡村工程建设
任务。”该镇工作专班现场负责人
钱松说。 通讯员 余华兵

美丽乡村建设掀高潮

你为祖国尽忠，我替军人尽
孝。和县将为2021年入伍大学生
义务兵父母购买医疗补充保险，替
战士们向父母尽一份孝心。

此次投保范围为2021年夏秋
季从和县入伍的大学生义务兵父
母，投保项目为医疗补充保险及综
合意外险，两项保险保费每人约60
元，参保两年，一年一保，政策将惠

及和县288名大学生新兵父母。此
次投保，一是突破承保年龄限制，不
计年龄，全部纳入保障范围；二是突
破保障条件，不论有无既往病史和
身体是否健康全部无条件入保；三
是突破理赔机制，建立在全国范围
内快速受理、快速理赔、快速结案机
制，力争让义务兵父母能够第一时
间享受政策优惠。 通讯员 李俊

和县大学生新兵父母有了“拥军保”

“中国好人”
为留守学生
上安全课

执法检查、安全督查是落实安全生
产监管工作一种有效手段。近期，和县
应急管理局采取多种方式，做好做足安
全生产“查”文章，切实履行好安全生产
监管责任，有效督促企业安全生产落实
主体责任和相关监管单位的监管责任。

执法检查促落实。该局按照年初制
定的《和县应急管理局执法检查计划工
作方案》要求，开展各类安全生产行政综
合、专项、联合执法检查活动，检查范围
涵盖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工商贸行
业（领域），对查出的安全隐患，督促企业
按要求整改到位。同时，加大预防性行
政处罚力度，截至目前，已立案查处14起

企业安全生产违法案件，处罚相关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对企业起到了震慑作用，
有效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随机抽查促监管。年初，制定涉及
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5个类别的抽
查事项清单及涵盖9项内容的抽查工作
计划，其中：单查4项、联查5项。对“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上的“一单两库”
实施动态管理，做到及时更新完善。今
年以来，共对28家企业开展11次抽检，
其中：主动发起9次、配合完成2次，在做
好抽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进行整改的同
时，将抽查结果录入监管系统，进行公开

公示。
专家诊查促整改。在日常安全生产

监管中，该局还借助专家的力量“把脉问
诊”执法检查，查找安全隐患。今年以
来，多次聘请非煤矿山、危化品行业、工
贸行业专家开展各类安全执法检查，帮
助企业查找问题，落实隐患整改；多次开
展专家指导服务活动。近期，又开展为
期一周的省危化品重点县第五轮专家指
导服务工作，在对第四轮指导服务中2家
企业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后，又对园区
内4家化工企业开展检查指导，共检查发
现143项安全隐患，已现场反馈给相关
企业落实整改。

安全督查促提升。近期，县安委会
办公室组织督查组，采取“实地查看、现
场走访、听取汇报、调阅资料”等形式，抽
查历阳镇、乌江镇、西埠镇、石杨镇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三大攻坚行动”开展情
况，督查情况及时通报相关单位，并按照
《安徽省安全生产重大安全隐患挂牌督
办办法》，对全县3处道路交通安全重大
隐患整改实施挂账督办；该局还组织督
查组对7个镇、2个园区落实摸排打击假
冒安全生产特种作业证进行督查，对存
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系列督
查，达到以督查促整改、以整改促提升、
以提升保安全。 通讯员 杨丽 芮蓉蓉

和县多举措做足安全生产“查”文章

■通讯员 常兴胜 余华兵

冬日暖暖的阳光下，和县乌江镇卜
陈村一条从时圩通到张林长300米的土
路铺上了石子，村民骑车经过，感叹村里
为群众办了一件大好事。

“这条路从开工到完工仅用两天时
间，花了一万多元。”村党总支书记刘云
感叹，村里有钱好为群众办事情。

位于和城北边临江的卜陈村，交通
便利，宁和公路穿境而过，村里以种植粮
油作物为主，2019年，村里盘盘家底时发
现只有29万元，为了提高村级集体经济，
村“两委”把全村闲置资产梳理一遍，理
理算算，发现闲置资产有升值潜力，于是
决定将580亩的闲置荒地租给林海公司
栽种花木，一年可带来28.8万元的收入。

“全村大大小小的收入，一年加起来
有130多万元。一处废弃的窑厂占地34

亩，通过发包，收入23.8万元。”刘云特别
提到临江一处50亩的宅基地，很多人围
着这块地想承租。村里看出这块地的潜
力，召开会议，议好这块地的价格。经招
标，很快以每亩2.5万元的价格承租给一
客户堆沙，价格远高于他们预估数。

一塘微澜死水顿时春波荡漾。转眼
间，村级集体经济超百万元，一跃成为全
县经济第一村。

有了钱，才能为群众办实事，否则一
切都是一场空。

2020年春，村里拿出5万元，修建一
条通向江边的2公里长、5米宽的砂石
路，并拿出120万元对堆沙点覆盖，明年
将此路建成无尘路。

七星湖是该村的母亲湖，它流经宋
桥、建设、周集、卜陈等村，全长50公里，
有近1000亩，在卜陈的面积有300亩，涉
及卜陈小王、早林等十五个村组。平常

年份，湖水温顺可爱，可2020年汛期，它
却像一头暴怒的狮子，露出少有的狰狞
面容。汹涌的湖水冲实了渠道、冲毁了
村庄。大灾之后必大治。2021年村里花
了6万元对抗旱泄洪渠道清淤，清理疏通
渠道。李通至姜庄渠道全长600多米，
有40年的历史，村里填埋涵管，清理水
路，让渠道之水流淌到田间地垄。与此
同时，村里对全村10公里长的防洪占线
进行加固，目前已加固7公里。七星湖沿
岸，是村里防汛的主战场，湖水流经卜
陈，北线长7公里，南线3公里，村里拓宽
压实大堤，建设2闸一站，彻底缚住“苍
龙”。

一条七星湖割断了小王与河赵群众
的来往，两地往来须绕道50分钟路程，为
打掉这头拦路虎，村里争取项目资金300
多万元新建七星湖大桥，大大缩短了半
个多钟头路。

为让人居环境更美，村里对卜陈信
用社到时圩、九十五碑到黄通、河赵到建
设大洪三条主干道安装260多盏太阳能
灯，并清理主干道两边杂树。

傍晚时分，姜庄村的村民三三两两
走出家门在门口不远的新广场悠闲地或
散步或锻炼，单杠、双杠、手掌按摩器、健
身车、跷跷板等健身器材一应俱有，村民
们有了锻炼的好去处。“我们姜庄有124
户340人，由于过去没有广场，村里人想
跳舞、锻炼没有地方去。今年10月，村里
投入2.3万元建造了100多平方米的水
泥路小广场，方便了群众锻炼，村民们吃
完饭可来小广场转转。”刘云笑道。

“明年，我们将对一条长2600米的
河赵至建设大洪路进行拓宽，由原来的
3.5米加宽到4.5米，使它与卜陈其他的
路连为一体，真正实现村村通。”对未来
村里环境美化整治，刘云信心满满。

村庄越来越美 村民越来越富

为深入践行“守初心担使命，当好城
市管家，服务百姓生活”的城市管理理
念，和县城管局借鉴南京浦口区城管局
先进经验，及时召开学习成果交流会，立
足和县实际，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运用

“721”工作法，充分发挥10%的执法作
用，通过“服务+管理+执法”，提高城市管
理效率，增强市民群众爱护环境卫生、维
护公共秩序的文明意识。

以宣传为抓手，增强文明意识。在
日常管理工作中，积极宣传城市管理有
关规定，劝导市民规范停车，沿街商户落

实“门前三包”责任，及时纠正不文明行
为。同时，借助一切有利时机，组织开展

“城管宣传日”“城管志愿服务日”等活
动，以互动和群众参与的形式，加深公众
对城市管理工作的了解。今年以来，开
展各类宣传活动12次，共发放宣传页
5000余份，接受市民咨询120余次。

以执法为抓手，规范街面秩序。分
片区，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责任，在说服
劝导的基础上，开展文明执法行动。依
法查处街面乱堆物料、摆摊设点、渣土抛
洒滴漏、违规设置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

推动管理和执法的有效衔接，提升管理
效率。今年以来，市容行政处罚案件152
起，共处罚款21250.4元。

以考核为抓手，夯实管理责任。执法
大队对每日街面管理数据进行及时汇总，
分析各路段管控难点，针对突出问题组织
人员现场勘查，及时调整管控力量，提高
街面管理效率；同时，进一步健全监督考
核机制，将督查考核情况与绩效工资挂
钩，浮动奖惩。通过定人、定岗、定职责、
定考核，不断强化队伍规范化建设, 推动
街面管理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

以创新为抓手，提升“智慧”水平。
充分发挥“数字化城管”平台作用，强化
前端问题发现和交办整改，完善“精准研
判、快速查处、及时整改、长效管控”工作
机制，逐步提升全方位、全覆盖、成体系
的城市综合治理水平。数字城管采集员

“地毯式”排摸各类城市管理短板问题，
形成清单，对平台转交相关部门跟进整
改，并进行全县城市管理月度考核通
报。今年以来，共上报案件20682件，立
案 20824 件，结案 20784 件，结案率
99.95%。 通讯员 许元圆

当好城市管家 服务百姓生活
和县城管局“四个抓手”促城市管理再提升

12月19日，由十七冶交通工
程技术分公司承建的和县鸡笼山
道路及景观工程沥青摊铺任务全
部顺利完成，项目正式进入施工收
尾阶段。

鸡笼山道路及景观工程是长
三角一体化和县经济开发区产业
集聚区一期工程及新型产业园项
目（EPC总承包）中的子项目，鸡笼
山路为南北走向，北起已建346国
道，南至规划纬二路，规划为城市

次干路，设计速度40千米/小时，道
路规划红线宽 40 米，规划长度
780.613米。为保证项目施工顺利
推进，项目部积极克服道路封闭施
工困难、交通安全疏导压力大、工
期紧等不利因素影响，科学组织，
倒排工期，紧抓晴好天气，统筹安
排，精心编制施工方案，不断提高
施工效率，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了业
主规定的各节点目标要求。

余齐斌 周松

和县经开区鸡笼山道路工程沥青摊铺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