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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我村不慎遗失当涂县村民（社区）

委员会统一收据两张，分别是收据编
号：0006886，第二联，收据金额：人民币
玖万陆仟陆佰玖拾整；收据编号：
0017095，第二联、第三联，收据金额：人
民币陆万元整。声明作废。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护河镇兴
禾村村民委员会

2022年5月23日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鲁蓉: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马

鞍山市分公司诉被告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2022年5月20日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陶三妹:

本院受理陶伟诉陶三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5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30000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2022年5月24日

遗 失
遗失李依诺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340197593，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王静芸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340475928，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戴永茜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340195659，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姚昳皖江工学院三方协议，证号：142030220176，特此声

明。
遗失闵捷皖江工学院三方协议，证号：142030221735，特此声

明。

本报讯（记者 廖岚钧 通讯员 姜小兵）记
者昨日从市人社部门获悉，结合我市疫情防控总
体要求，今年，市人社部门创新服务，变自主认证
为大数据佐证，运用核酸检测数据进行比对，在
全省率先探索开展养老待遇领取资格静默式认
证，将惠及我市62万名养老待遇领取人员。

按有关要求，所有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
离退休人员每年需要进行一次养老待遇资格
认证。为进一步优化社保便民服务，今年，市
人社部门对全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
障等各类养老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方式进
行调整，通过核酸检测数据比对，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一次待遇领取资格静默式认证。即：本

年度内在我市已进行核酸检测的领取人员，
2022年度无需再进行领取资格认证，由我市
运用大数据核查认证。领取人员可通过“皖事
通”人脸认证模块中认证记录查询本年度已认
证情况。

常居本市年内未进行核酸检测领取人员，
应主动通过“皖事通”手机软件进行人脸自助认
证，也可联系所在社区（村）进行人工（上门）认
证。认证期间，我市12333人社服务专线将提
供社区（村）联系方式查询服务。

同时，为最大程度为老年人群提供便利，
疫情防控期间，市人社部门作出新安排，常居
异地属于低风险地区领取人员仍应在年内完
成认证办理，属于中高风险地区人员的资格认

证，可延期至所在地区转为低风险后三个月内
办理；在此期间，不影响其养老待遇的发放。
境外居住领取人员可通过“中国领事”手机软
件完成领取资格认证（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安
装）。居住中高风险地区领取人员身故后，亲
属因疫情原因暂不能及时前来办理丧抚费手
续的，应先行向市人社局相关科室报备，联系
电话0555-2354110。

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提升认证
工作便民利民服务水平，下一步，市人社部门还
将不断深化大数据认证创新成果，在持续扩大数
据来源的基础上，同步提高数据的时效性，通过
标准化手段进一步提高大数据认证准确率，确保
养老保险待遇按时、足额、精准发放。

领取养老待遇，今年实行静默式认证
本年度内在马已进行核酸检测的，无需再进行资格认证

雨山公安分局开展反电诈及养老反诈宣传

反诈宣传不停歇 用心守护“钱袋子”

记者 任德玲 通讯员 张伟琦 姜兵

踏入雨山区向山镇石马村，目光所及之
处皆是花草，一座座农家小院，干净整洁、错
落有致，映衬在阳光下，浸润在和风中，温馨
又不失古朴。穿上“红马甲”的村民们三三两
两忙活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让人感到安心、
舒心。

近年来，石马村在坚持开展乡风文明、移
风易俗等工作的同时，着力落实乡村基层物
质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先后荣获市优
秀基层党组织、市基层党建工作示范点、市文
明村等荣誉。

道德评议会 引领“新风尚”

婆媳不和、家庭矛盾、邻里吵嘴、环境脏
乱……基层小事怎么解？向山镇石马村组建
的“道德评议会”给出了答案。本着“为人正
直、办事公道、威信较高、说服能力强”的原
则，石马村道德评议会由6至10名德高望重
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组成。

参与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等问题调解；研
究村民道德评议相关工作、推动评议会更好
地发挥作用；对石马村打造特色田园精品村
提出意见和建议……石马村道德评议会和七
个评议小组，每半年开展一次集中评议，共同
商讨村两委近期重点工作和村（组）发生的重
要事件。

“通过组建道德评议会，让群众参与基层
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不断促进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向好发展。”石马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木林说，该村还充分发挥乡贤在移风
易俗中的带头作用，使其成为道德评议的“主
力军”。

与此同时，石马村还组织召开村民代表
大会，表决通过涵盖社会治安、村风民俗、邻
里关系、婚姻家庭、环境卫生五大章节共计29
条的《石马村村规民约》。通过大力开展“文
化同教育、文明同教化”行动，倡导广大村民
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让文明风尚在石马
村蔚然成风。

红白理事会 理出“新气象”

“在移风易俗方面，老百姓都非常愿意改
革。现在家里婚丧嫁娶，谁也不用撑面子大
摆酒席了，村民们都会主动按照红白喜事会

的制度要求，对酒席规模等数量严格控制。”
谈及村里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新气象，村民
杨曾春竖起大拇指。

过去，石马村操办红白喜事，总要敲锣打
鼓，摆上几十桌招待客人，一场白事办下来最
少要几万元，喜事的花费更要翻番。为刹住
这种陈规陋习，2017年，石马村成立了红白
理事会，建立石马村红白喜事服务制度，秉持

“节俭理事、婚事新办、丧事从简、厚养薄葬”
原则，对酒席规模、花圈数量等进行明确约
束。

组织村干部、党员签订《文明节俭操办红
白喜事承诺书》，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所
有涉事宴席实行“正席一顿饭”；所有涉事正
席饭菜数量为8个菜品、荤素不限；丧事坚持
从简，明确花圈、花篮数量、规格，大幅缩减费
用。

三年来，在石马村红白理事会的帮助下，
村里各类红白事简办40余场，有效遏制了村
民在婚丧嫁娶中的相互攀比、铺张浪费现象。

志愿积分制 焕发“新动能”

石马村“爱心积分超市”，各种生活用品摆
放得整整齐齐，每种物品下方都标有积分价
格。“没想到做志愿者攒积分，还能兑换到实实
在在的物品。”村民周先安用30积分兑换了抽
纸、洗衣皂、牙膏等日用品，脸上写满笑意。

为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作
用，石马村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特色宣讲、
义务植树、环保生活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并
建立志愿者积分兑换制度。村民参加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都可以积攒积分，并来到“爱心
积分超市”进行兑换。

“通过参与志愿服务获得积分并兑换生活
用品这一方式，鼓励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投身
志愿服务。”在石马村村委会委员王露露看来，
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志愿者积分兑换制度已
逐步成为建设良好家风、文明村风、淳朴民风
的新载体，为培育文明乡风提供了新动力。

与此同时，去年，通过驻村工作队的努
力，我市“无偿献血宣传示范村”在石马村揭
牌，实现无偿献血工作由城市、乡镇向农村地
区延伸。石马村也成为全市首个无偿献血宣
传教育乡村示范点。今年，向山镇还将在石
马村设立采血点，在全村上下进一步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向山镇石马村：

树文明新风 展乡村之美

记者 王永霞 通讯员 朱一全 高雅

居住环境好不好，百姓最有发言权。
“臭水塘变成了美丽花园，我的一块心病

也解决了。”博望区新市镇新禄村村民陶明芳
如是说。

“道路更平了，停车场不积水了，绿化带
像个样子了。”新禄村村民车家花这样说。

居住环境的改善，源于博望区常态化开
展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近年来，博望
区从细微处着眼、点滴处入手，用“微实事”改
善人居环境，用“绣花”功夫不断为村庄提“气
质”、升“颜值”，打造生态宜居乡村。

臭水塘走了，后花园来了

绿草茵茵，草坪上新栽种的栾树、香樟、
红梅、垂丝海棠生机勃勃。一到放学时间，孩
子们便一阵风似地冲了过来，在树丛间追逐
嬉闹。

走进博望区新市镇新禄村停车场旁的生
态小公园，眼前绿意盎然的景象，让人很难把
它与“臭水塘”三个字联系在一起。但其实不
久前，这块区域就是一个臭水塘。

“在这住了二十多年，闻了二十多年的臭
味。”5月23日上午，住在生态小公园边上的
陶明芳打开自家后门给房子通通风，说起原
先的居住环境，她的话匣子就打开了。陶明
芳说，小公园以前是个水塘，占地约3000平
方米。由于地势低，镇上的生活污水、雨水汇
集于此，周边居民也经常往塘里倒垃圾。久
而久之，塘水污染严重，一到夏天，臭气熏天，
蚊虫肆虐。她家房子虽然有一面窗户对着池
塘，但常年不敢打开，“太臭了，蚊虫尽往家里
飞。”

垃圾暴露、臭味扰民……这些问题不仅
影响着环境，更拉低了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
感。以群众的呼声为哨声，新市镇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清理臭水沟的污泥垃圾，实施
雨污管网分流改造工程，污水管网“另辟蹊
径”汇入集镇统一污水处理站，雨水管道重新
铺设深埋底层使雨水能顺畅流入旁边河塘，
上面整平覆土建设小公园，铺设草坪，栽种栾

树、香樟、红梅、垂丝海棠等绿植，这样既不影
响泄洪排水管网畅通运行，又能净化美化绿
化环境。

“臭水塘不见了，推门就是公园。”村民陶
月红也住在水塘边，她指着自家新修的铝合
金后门笑着说，自从公园建好后，村里人又多
了一个好去处，每天晚饭过后，公园里特别热
闹，都是散步的居民。

小区新了，居民乐了

庭院花开，粉墙黛瓦，走进新市镇庄园小
区，就像走进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庄园小区位于新市镇中心区域，说是小
区，却和普通小区不一样，完全开放式，没有
大门，一条笔直的马路通到底，路两边都是门
面房，也是小区的住户。

新市镇规划建设办工作人员夏玲说，庄
园小区建于20多年前，目前住了128户，382
人。20多年来，小区没有经历大规模整修改
造，基础设施陈旧，墙面脱落严重，下雨积水
很深，老百姓常有抱怨。

百姓出题，政府答题。为提升居民居住
的舒适度，2021年，博望区将庄园小区纳入
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对小区进行大刀阔斧改
造。破损的墙体全部翻新，高高的马头墙变
得更加醒目；一到下雨就能“看海”的停车场，
和小区一起整体实行雨污分流，困扰百姓的
积水不见了；松动、破损的红砖路，铺上了沥
青，路面变得更加宽阔整洁；杂乱无章的绿化
带清除了杂草，栽上了绿植、灌木，成了小区
一道靓丽的风景……

“环境好了，住着也舒心。”庄园小区居民
车家花平时就喜欢侍弄花草，门口种着一盆
盆金钱草、绣球、长寿花……以前她总觉得自
己的花草和旁边的环境格格不入。“路上坑坑
洼洼，路边杂草丛生。”回想起过去的小区环
境，车家花一肚子怨言，“现在环境好了，我的
小花圃和小区绿化完美融合。”

“这是我们镇改造的第一个小区，后面还将
对其他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夏玲说，目前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还在进行中，他们将加大工作力
度，切实提高老旧小区居民的幸福指数。

昔日臭水塘 今日后花园
博望区用“微实事”改善人居环境

“我母亲明天要到医院就诊取药，请问能否
安排社区工作人员陪诊？”5月23日上午，雨山
区雨山街道半山花园社区接到一个来自北京封
控区的求助电话。独居老人龚奶奶年近九旬，
目前住在敬老院，因身体不适需要到医院就诊
取药。在北京的女儿情急之下联系社区，希望

得到帮助。得知这一情况后，半山花园社区党
委立即安排人员约定在次日上午为老人服务。

5月24日早上8时30分，半山花园社区派
出两名网格员走进申请陪同才能外出就医的
封闭管理敬老院，接出老人乘出租车前往十七
冶医院门诊部，随后全程陪护老人排队挂号、

内科就诊、缴费、取特效药……等陪诊完医院
的事后，又随龚奶奶回到家里拿了一些生活物
品。在返回敬老院的出租车上，老人握住社区
网格员的手动情地说：“非常感谢社区党委的安
排和你们的细心照顾，我感受到了家一样的温
暖。” 记者 邵纪明 通讯员 唐成云

社区全程细心陪护 独居老人温暖就医

记者 刘明培 通讯员 赵骏 何玲玲

“老人家，以后有人上门推销东西，用零钱
跟您换整钱，千万不要再理睬了！”5月24日8
时多，雨山公安分局采石派出所教导员杨洁来
到辖区陈家村，开展全市政法干警“进万家、访
民情、解民忧、办实事”大走访活动和反电诈宣
传时，得知九旬老人张正清几年前遭遇被骗的
事情，她立即提醒道。随后，她还以案释法，给

老人讲解防范电信诈骗知识。
今年以来，雨山公安分局积极开展反电

诈宣传工作，切实保护好群众“钱袋子”。民
警通过开展反电诈讲座、发放反电诈宣传资
料、讲解答疑等形式，结合典型案例向辖区
居民、门店经营者讲解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的作案手段、侵害对象和预防方法等常
识。

针对当前正在开展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结合全市政法干警大走访活动，雨
山公安分局还积极开展养老反诈专项宣传活
动。联合“江淮义警”志愿者深入辖区开展反
电诈活动，向群众讲解反电诈知识，进一步提
升广大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此外，雨山
公安分局还积极开展系列反电诈视频拍摄，通
过“钱袋子”守护工程向群众宣传骗子手法，切
实做到多方位宣传反电诈，提高广大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话安全 筑屏障
5月22日，含山县公安局环峰派出所组

织警力走街串巷、登门入户，面对面与群众
交流谈心，及时解答群众的疑惑。同时，民
警向群众宣传禁毒、反电诈等安全知识，以
此提高群众的法治观念，增强自身的安全
意识，筑牢平安网。

图为民警向群众讲解禁毒、防诈骗等
相关知识。

记者 苏自山 通讯员 冯善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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