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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各级财
政要加大对党建引领扶
贫工程经费的投入保障
力度，全面落实《中共安
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
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的实施意见》《中
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做好第七批选派帮扶干
部到村任职工作的通知》
文件精神，通过安排村级
集体经济项目发展资金、
加强帮扶经费保障，以加
强党的建设为引领，以帮
扶项目和帮扶干部为重
点，推动脱贫攻坚高质量
开展。
【实施内容】1.村级

集体经济项目发展资金。
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发
展集体经济专项资金 10
万元，由第七批扶贫工作
队按照《安徽省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 》 （财农 〔2004〕329
号）， 负责项目申报和组
织实施，主要用于实施村
集体经济项目，专项资金
使用情况要及时在任职
村公开，接受监督。

2.选派帮扶干部办公
经费。 每个扶贫工作队每
年办公经费 3万元，由县
选派协调办统一管理，主
要用于办公用品购置、报
刊订阅、公务邮寄，以及
统一组织或经批准的会
议培训、外出考察差旅费
等。
【资金筹措】村级集

体经济项目发展资金所
需经费由省财政承担，已
于 2018年拨付到位。选派
帮扶干部办公经费由省
财政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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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南黎市场监督

管理所执法人员在辖区菜市场

熟食店进行食品安全专项检

查。高温将至，为切实保障夏

季食品安全，南黎市场监督管

理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超

市、餐饮店、菜市场等场所开展

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对经

营凉拌即食食品、豆制品、肉及

肉制品等商户进行专项检查，

积极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消费

环境，以保证夏季食品安全。

■首席摄影记者 岳建文

通讯员 孔蕾

本报讯 “谢谢圣伊姐姐、
冠源哥哥这么多年来的帮助，
他们的爱心传递给我们的校
园带来了更多鲜亮的色彩，让
我们也拥有了新的书包和文
具。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让我
们在知识的海洋里翱翔，大家
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学
习时光……”这是 6月 10日，
烈山区谷山小学学生在“张圣
伊、 施冠源爱心助学活动”上
一番情真意切的发言。

张圣伊，杭州人，目前就
读美国十大小常青藤名校之
一的顶尖高中 Hotchkiss 学
校，也称耶鲁附中。 她不仅学
习能力强， 还热心社会和公
益事业， 经常为周边社区和
学校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圣伊专项助学金” 于 2014

年设立， 每年以实物或现金
形式捐助 5 万元人民币，连
续捐助 5 年， 爱心款用于谷
山小学的实际需要和奖学
金。 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去
年施冠源同学也加入到爱心
助学中来。

“我们学校老师和学生都
很感谢张圣伊同学和施冠源
同学的捐助，自 2014年至今，
圣伊同学，冠源同学的善款全
部用在了贫困学生以及留守
儿童的身上，给他们配备了书
包、学习用品、体育用品以及
儿童益智玩具、文具等，并制
订了教师轮流看班制度，使留
守儿童的课余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 ”谷山小学校长赵华方
告诉记者，张圣伊同学和施冠
源同学的举动激励着同学们
更加努力地学习，并将爱心延
续下去。

本报讯 近日，黎苑社区
联合相山区城管局为黎苑小
区一期免费安装充电桩 11
处，共 132个充电插头，为居
民解决电动车充电难的问题。

黎苑小区一期共有 1400
户居民，电动车作为居民常用
交通工具，充电却成了居民头
疼的事。不少居民从家中拉出
接线板，用“飞线”来给电动车
充电，既影响社区容貌，又存
在消防安全隐患。黎苑社区为
方便社区居民进行电动车充
电，防止居民在各自楼层私拉
乱接电线造成安全隐患，联合
相山区城管局在小区内安装

智能充电桩，充电桩采取扫码
付款充电的形式，平均每小时
充电费用只有几角钱，且可以
自行设定时间，这样一来就不
会发生因充电时间过长而使
电动车电池受损，甚至引发火
灾等危险情况。

在充电桩插座安装完成
之后，黎苑社区工作人员对社
区内“飞线”进行了摸排，多次
对“飞线”充电用户进行劝诫，
同时通知居民限期自行进行
清理。 对于社区内还残留的
“飞线”，黎苑社区联合市消防
队、市城管执法局、相南街道
安全办等部门，并邀请专业电
工，对小区“飞线”进行强制清
理，共剪断“飞线”127 根，有
效保障了社区安全。

临涣镇夹河村前陈庄陈友明，几年
来一直患有肺瘤，手术后不能重体力劳
动，成了远近闻名的困难户。 由于年事
已高，身体患病，家庭困难难以维持正
常生活，自然成了低保户。

可是，65 岁的陈友明不等不靠，和
老伴商议少给政府找麻烦，要干自己力
所能及的事。 于是，他天天从电视上寻
找致富的方子，时时刻刻打听自己对号
助贫的信息。 一次，听一个朋友说从美
国引进了核桃苗， 他便和老伴商议，不
种麦子和豆子了， 咱们试试种植核桃，
得到了老伴的支持。 2016 年春天，陈友
明夫妇购买了 130 株核桃苗，老两口在
麦田里自己挖坑，挑水，栽下了这些希
望树。 经过三年的辛苦浇水、施肥，精心
管理，今年夏天核桃挂果了。 2017 年和
2018 年春天， 他又陆续扩大种植面积，
现在已达二亩半地。 首次种植的核桃在
今年秋季即可收获，喜得老两口对着核
桃笑。

看到陈友明的核桃园，不但成了路
人的风景处，而且成了他的致富园。 老
陈介绍，这种核桃颜色红，皮子薄，降压
降脂，补脑健脑，是家庭必备的幸福果。
若是想要种植发展的， 我这里有核桃
苗，大家共同致富吧。 老陈高兴地说，核
桃到秋一出手，希望我能甩掉贫困的帽
子。

本报讯 近日，信湖矿集中式制冷
降温系统降温空调经过安装调试后，
将凉风吹进了千米井下各个掘进头，
让井下施工作业的职工感受到了这台
“中央空调”带给他们的舒适和凉爽。

信湖煤矿设计能力 300 万吨/
年， 开采深度近千米。 矿井建设以
来 ，受深井开采 、地温高 、湿度大等
因素影响，矿井热害问题日益突出，
机械设备多、区域空间狭窄、通风条
件相对较差的掘进头尤为突出 ，掘
进迎头 37℃，矸石触手 43℃。 职工
们长时间在 “桑拿房 ”一般的高温 、

高湿环境中作业， 身体健康和安全
生产受到威胁。

据悉，为彻底改变这一现状，最大
限度地关心关爱职工健康，保障矿井安
全生产，该矿将建设集中式制冷降温系
统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多次组织人员
到全国拥有集中式制冷降温系统的矿
井开展学习，结合千米深井实际，组织
多方技术论证，引进了先进的闭式循环
永久制冷系统，并于 2018年 11月开始
建设安装。该矿用了短短 5个月就安装
调试完毕，投入试运行，这个速度在全
国煤炭系统制冷工程安装中是史无前
例的。该系统采用同“中央空调”一样的
工作原理，分为地面制冷机房、井下制

冷硐室和输冷管路及空冷器三个部分，
其主要流程是， 地面制冷机房将 18℃
回冷水通过制冷单元降为 2.5℃的冷冻
水，然后通过输冷管道输送到井下制冷
硐室降为 5.5℃冷冻水后， 通过巷道输
冷管道输送到迎头，再通过空冷机与迎
头进风流进行冷热交换，可使各个掘进
头平均温度下降 4—6℃。

“自从这井下‘中央空调’运行以
来， 我们的工作环境得到了极大改
善，现场的温度降下来了，我们的身
体健康有了保障，大伙的干劲也上去
了，工作效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
该矿工程处矿建项目部井巷三队队
长陈春峰说。

本报讯 “炎炎夏季，西瓜进入上市
旺季。很多瓜农选择在城区主要道路两旁
进行兜售或边走边卖，为维护整洁、有序
的市容环境秩序，6月初， 我们设置了 6
处临时西瓜销售摊点， 方便瓜农自产自
销。 ”6月 10日，濉溪县城管大队负责人
介绍。

访民情、调民意、解民忧。 近日，濉溪
县城管局城管大队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
本着服务瓜农、方便群众的原则，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在不影响交通、市容环境卫
生和居民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在虎山路与
濉河路交叉口西实验小学西菜市街；北环
城路与烈山路交叉口东建筑线以内；烈山
路与澥河路交叉口毛毛幼儿园北侧；虎山
路路西濉中家属院；虎山路路东虎山北路

菜市街和榕树路与沱河路交叉口东关大
桥头设置了 6处临时西瓜销售摊点，方便
瓜农自产自销。

此次设置临时便民西瓜摊点， 严格
履行了审批准入程序， 是濉溪县城管局
在“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整治活动中
的一项惠民做法， 既缓解了瓜农西瓜销
路问题，也方便了广大市民群众。 城管大
队免费为瓜农制作统一格式的 “自产自

销瓜农安置点”文明标牌，并严格遵守管
理规范，注意维护市容秩序，爱护公共设
施，注意交通安全。 同时自备垃圾容器及
清扫工具，保持地面卫生清洁。 不经营瓜
果以外的商品；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
不影响市容市貌；保证自行配置垃圾篓、
及时清扫场地、保持清洁，如违反规定，
将依法接受处罚， 情节严重的将被撤销
该临时摊点。

规范设置 服务瓜农 方便群众

濉溪县 6处便民西瓜摊点开始营业

本报讯 6月 4 日，淮北运河古镇
某酒店老板王先生将一面锦旗送到
市公安局仁和派出所民警孟飞扬手
中， 表示感谢。 谈起失而复得的爱
犬，王先生难掩激动之情。

5 月 25 日晚 10 时，王先生忙完
了一天的生意，正准备打烊，却发现
爱犬泰迪没有出现。 询问家人后得
知， 很可能是晚上店里生意忙没注
意，小泰迪跑了出去。这让王先生很
着急 ，多方查找 ，音信全无 。 于是 ，
王先生急匆匆地赶到辖区内的仁和
派出所报警 ，称其养的价值 2000 元

的宠物狗泰迪丢失了。
“这条宠物狗我养了三年 ，跟

自己感情很深 ，希望警察同志能够
帮忙找回……”王先生掩饰不住自
己的真情 ，恳切地请求道 。 值班民
警孟飞扬看到王先生焦急的表情 ，
一边安慰他 ，一边跟随他回到运河
古镇其酒店处 。 到了酒店 ，孟飞扬
调取了店门口的监控视频 ，发现当
晚 8 时 15 分 ， 泰迪跟着一对父子
离开了酒店大堂 ， 由于店里生意
忙 ，当时并没有引起王先生及家人
的注意 。 民警推测 ，很有可能泰迪
是被这对父子抱走了 。

根据监控视频和王先生的叙

述，孟飞扬趁机主动出击，紧急查找
这对父子可能经过的路线。 当晚 11
时 30 分 ，通过技侦手段 ，孟飞扬发
现这两人中的小孩抱着丢失的泰迪
走进了某小区，由于已接近凌晨，便
没有进一步追踪。

次日上午 8 时， 孟飞扬同社区
民警、 社区干部及物业公司工作人
员共同来到该小区， 找到并确认了
这对父子住所， 随后前往其家中成
功找回了王先生丢失的宠物狗泰
迪。

“群众利益无小事，急群众之所
急，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向。 ”接下锦
旗的孟飞扬郑重地说。

千米井下用上了“中央空调”

群众利益无小事

解决电动车充电难题
黎苑社区安装充电桩

情系贫困学子
传递爱心温暖

二、党建引领扶贫工程

食品检查
保安全

小小核桃
带来脱贫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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