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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党建“指挥棒” 打赢禁烧“攻坚战”

烈山区党建引领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

■记者 陈洪 通讯员 吴朝曦

本报讯 今年夏收以来，烈
山区坚持学做结合、以做促学，
把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与当前农村秸
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有机结
合，创新思路，主动作为，积极搭
建秸秆禁烧“帐篷党支部”，充
分发挥“一组一会”作用，引领
广大党员群众全力打赢秸秆禁
烧攻坚战。截至目前，全区27.45
万亩小麦全部完成收割，小麦秸
秆有序还田、离田，全区没燃一

把火、没冒一处烟、没黑一处地，
秸秆禁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为顺利推动秸秆禁烧和综
合利用工作，烈山区印发了《关
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开展“秸秆禁烧当先
锋 综合利用作表率”活动的
通知》，将临时支部建在秸秆禁
烧红帐篷内，组建 “帐篷党
（总） 支部”，构筑秸秆禁烧
“桥头堡”。按照县级领导干部
包村工作方案要求，由县级领
导担任总支书记、区直联系单
位主要负责人担任副书记、镇
包村干部及村级党组织人员担
任委员，下设“帐篷党支部”，
支部统一悬挂志愿服务旗帜，

全力以赴抓禁烧，着力把党的组
织优势转化为秸秆禁烧的行动
优势。全区共组建“帐篷党总支”
50个、“帐篷党支部”283个。

烈山区注重发挥党员优
势，组建秸秆禁烧“先锋队”。
全区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动村民
党员、离退休党员、在职党员、
“党群微家”成员“树榜样”，
投入秸秆禁烧“练兵场”。组建
秸秆禁烧党员攻坚队、党员巡
逻队、党员突击队、党员助收队
4支队伍，党员统一佩戴党徽以
及红袖章、小红帽开展秸秆禁
烧工作，主动亮身份、亮承诺、
亮服务、亮职责，全天候战斗在
秸秆禁烧第一线，以党员的模

范带头作用助推秸秆禁烧工作
不留死角，树立起党员为民服
务的良好形象，展现了新时代
党员的精神风貌。

烈山区发挥自治优势，汇
聚秸秆禁烧“新动能”。在全
区各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的宣
传带动下，村民理事会成员、普
通群众也纷纷加入到秸秆禁烧
及综合利用工作中来，实行划
片分工、通力合作，确保每一个
网格、地块都有人去管、去盯、
去督、去查，切实做到了目标明
确、责任到人，实现全天候禁
烧、全覆盖监管。针对阴雨天气
导致多处小麦发生倒伏、收割
机难以收割的情况，村民理事

会成员精准帮助残疾困难党员
群众、现役军人家属、五保户、
特困户以及缺少劳动力的家庭
抢收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该区发挥宣传优势，奏响
秸秆禁烧“主旋律”。采取发放
一封信、地头谈心、入户走访等
方式，利用标语、横幅、广播电
视、微信等多种手段，广泛发
动、统一思想，确保综禁政策宣
传不留死角、不留盲点，切实增
强群众的禁烧意识。截至目前，
全区共印发 《致农民的一封
信》3 万余张，悬挂宣传横幅
2500 余条，出动各类宣传车辆
200 余台，形成了广泛支持秸
秆禁烧的浓厚氛围。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
原淮北市委组织部干训科科长李
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在合肥逝世，享年
90 岁。

李微同志，1929 年 4 月出
生，浙江杭州人，1945 年 7 月参
加工作，1945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军委联络部上海局、华
东煤管局人事处、江苏煤炭局人
事处、淮北矿务局干教处及宣传
部干部，淮北市针织厂副主任，淮
北市文工团指导员，淮北市委党

校办公室主任，淮北市委组织部
干训科科长。1985 年 5 月离休，
享受县级待遇。

李微同志遗体捐献告别仪
式于 6 月 12 日上午 9:30 在安徽
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教研室举
行。

联系人：白书军、白书红
联系电话：13955139863、

13855135863

中共淮北市委组织部

2019年6月11日

讣 告

感受非遗魅力

小学生在观看传统泥人技艺展

示。

6月5日，淮纺路小学与淮北民

间艺术研究院联合开展非遗文化进

校园活动。活动现场，“守艺人”老师

们向学生集中展示了剪纸、泥塑、刻

瓷、糖画、面塑等传统技艺，让孩子们

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近年来，我市各学校通过多种形

式，引导学生认识、热爱、传承非遗文

化，让传统手艺在校园中得到有效的

保护、传承与发展。

■摄影 见习记者 黄鹤鸣

通讯员 关磊

“以前，像我们这样的老
年人，骑个三轮车去赶集，来回
路上颠簸得不行。现在好了，
光滑平整的沥青路面铺好后，
晴天雨天都不用再为出行难担
心了。”6 月 8 日，杜集区段园
镇欧集村 85 岁的欧林斌老人
激动地对记者说。

欧林斌老人所说的赶集必
经之路为欧集村生产路，全长
只有 1.4 公里，却是连通该村
东西方向的重要村道。几十年

来，这条村道先后以筹资筹劳
等方式修整过多次，但终因资
金不到位、建设标准低和过往
车辆较多等因素，导致道路始
终坑洼不平，车辆颠簸难行，行
人经过时“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身泥”。

这条路还影响了当地群众
的生产运输。村民纵点说：“我
们村子里大部分人种植葡萄、
蔬菜，发展食用菌及养殖业，以
前运输不方便，像在萧桃公路
边大庄葡萄园采摘葡萄卖 3 元
一斤时，我们只能卖 2 元一斤，

价差就很大。如果我们的道路
修好后，运输不难了，外面的商
家和游客就很容易进来，这就
解决了我们致富的‘最后一公
里’问题。”

在欧集村“两委”成员的
奔走呼吁下，今年 4 月，该段道
路纳入杜集区“四好”农村路
建设项目，按照每公里 85 万元
的建设标准进行改造。在“三
夏”生产前夕，5 月 30 日，这条
主路面加宽至 4 米的沥青路提
前改造完成，解决了村民出行
难、学生上学难等问题，让当地

2000 余名群众直接受益，为致
富奔小康奠定了坚实基础。

欧集村生产路东接民兵
路、西连 007 乡道，道路两侧都
是农田和果园，其中一部分归属
临近的大庄村油坊自然庄。道路
改造后，也使油坊自然庄的村民
受益。村民孟献顺说：“以前道
路坑洼进出不便，大型农机有时
不愿意来这片麦田收麦，即使好
话说尽最终过来了，也要加收一
定的费用。现在，大型联合收割
机可以顺利开到田间，村民的三
轮车、四轮车直接停在路边地头

等候装运粮食，旁边来来往往过
车也能错得开。”

欧集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毛冬梅告诉记者，今年
全村共新建、改建完成 4 条村
道，总里程近 8 公里，彻底解决
了当地群众出门难、运输难等
问题。

■记者 吴永生

修好生产路 加速奔小康
———杜集区段园镇欧集村见闻

劳动模范工匠大师
进校园活动举行

■首席记者 王守明

本报讯 6 月 11 日下午，淮北
市劳动模范工匠大师进校园活动
在淮北煤电技师学院举行。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顾文，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李晓光
出席活动。

活动中，全体人员观看了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劳模精神的重要讲
话视频，倾听了诗朗诵《劳动者之
歌》。随后，全国劳模杨杰、省劳模
张涛、省先进工作者苏文芳先后上
台，与同学们分享了他们在平凡岗
位上做出的不平凡业绩，并进行了

互动。活动在合唱《咱们工人有力
量》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切实加强劳动教育，
激励引导青年学生崇尚先进、学
习先进、争当先进，争做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市总工会、市教育局共同举办了
此次活动。

市级资金 100 万元
保障乡镇财政监管体系建设

■记者 黄顺

本报讯 为推动 2019 年乡镇
财政管理工作，近日，市财政局拨
付县区 2019 年第一批市级乡镇财
政监管体系建设资金 100 万元，同
时要求县区专款专用，确保资金使
用效益。

该资金主要用于惠农补贴资
金管理发放、乡镇财政资金监管等

工作，重点保障乡镇财政资金监
管、干部学习培训、信息化建设、档
案管理达标、服务窗口建设等工作
支出。

近年来，我市全面加强乡镇财
政管理工作和监管体系建设并取得
较好成绩。在 2018 年度全省乡镇财
政资金监管和惠农补贴资金管理发
放“两项工作”绩效评价工作中，淮
北市、濉溪县均获得一等奖。

本报讯 据市发改委消息，近
日，我省包括杜集区在内的 8 个县
区，获得首批国家农村人居环境专
项资金支持，每个县获得中央预算
内资金支持 2000 万元。

按照国家要求，经过一年的整
治，对符合要求的县，第二年还将
继续予以资金支持，安排到县的年
度投资规模不低于 1000 万元。

为扎实推进我市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确保如期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市发改委积
极作为，会同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县
区积极申报，争取国家中央预算内
投资支持项目。

据了解，2019 年杜集区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购置垃圾分
类、收集、转运、无害化处理设施及
运营维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厕所
粪污治理，实施农村户改厕；村容村
貌提升，村内道路硬化等工程。项
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杜集区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质量。

下一步，市发改委、市农业农
村局将积极督促杜集区政府加快
项目前期工作，加大项目和资金
管理力度，为项目顺利实施创造
有利条件，确保工程早日建成并
发挥效益。

■记者 黄顺 通讯员 杨磊

杜集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获国家专项资金支持

市档案馆开展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
■记者 傅天一

通讯员 孙薛梅

本报讯 今年 6 月 9 日是
国际档案理事会确定的第 12
个国际档案日。6月 6日，市档

案馆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开展
了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活动中，市档案馆工作人
员在花园路街头开展“档案与
你相伴”和“走进淮北市档案
馆”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普及

档案知识，宣讲档案的定义、作
用、载体演变历史，介绍档案馆
的功能和查阅流程以及市档案
馆的馆藏档案情况、主要职责和
新馆建设情况。工作人员共向群
众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
施办法》宣传册和《淮北市档案
馆档案征集公告》 宣传单 500
余份，将国际档案日宣传与档案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档案馆工
作、档案征集利用等工作有机结

合起来，全面提升了宣传效果，
受到广大市民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