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根据上级及曲阳办事
处工作统一部署，7月 9日，曲阳城管
中队与农水、 环保及社区办通力协
作，30余名联合执法人员对辖区内
湘西河（河道单侧长为 1.4公里）堤岸
周边的毁绿种菜、占道堆物、违法搭
建等现象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

根据整治计划， 中队执法队员
早在前期就对整治区域进行了摸底
排查，主动联系有毁绿种菜、违法搭
建行为的当事人开展相关法律法规
的宣传教育， 并依法告知当事人将
进行集中整治的有关依据和措施。

此次整治， 共计清退河道堤岸
毁绿种菜 28 处， 清理暴露垃圾 3

吨，拆除违法搭建 1处，重新恢复了
河岸线原本干净整洁的环境面貌。
重点对河道两岸的私自种菜、 栽树
进行清理。由于对菜和树进行打药，
在一定程度上污染河流。 通过整治
清理了河道环境， 打击了河道周边
的乱搭乱建现象，确保了河道畅通，
保证了即将到来的汛期防洪安全。
今后， 曲阳城管中队将进一步加强
与河道沿线村的联勤联动， 落实专
职河道管理队伍和人员， 细化相关
责任，做到河道长效管理的人员、责
任到位。

下一步，中队将根据整治计划，
组织力量进一步加强水域环境综合
治理，持续推进河道整治，切实改善
辖区内人居环境。

本报讯 “以前上牌必须两家来
回跑，至少需要半天时间，一大堆资
料也容易遗漏， 现在不到半小时就
可以办好， 对我们来说真是省时又
省力！ ”7月 10日，来为自己新车上
牌的车主张先生称赞道。 7月 1日
起， 濉溪县税务局车辆购置税征收
窗口正式整体进驻县公安局交管大
队车管所大厅，真正实现新车缴税、
注册上牌“进一家门，办两家事”。

伴随濉溪县税务局车购税窗口
进驻车管所，7月 1日起《中华人民共
和国车辆购置税法》的正式实施也有
效提升了纳税人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调整征收范围、 取消最低计税价格、
新增免税政策等措施都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纳税人负担，完税证明的电

子化更是为纳税人提供了便利。根据
《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车辆购
置税业务办理进驻车管所的通知》相
关要求，濉溪县税务局与县公安局交
管大队车管所通力合作，第一时间解
决场地、网络等实际问题，同时配备
车购税办税业务骨干，为政策的稳步
落实提供有力支撑。

据悉，车管所车购税窗口正式启
用后， 最大程度缩短了办事距离，节
约了纳税人时间， 从根本上解决了
“往返跑”的问题。 下一步，县税务局
将继续秉承 “互联网+税务服务”理
念，利用网上平台，全面推广微信缴
税、 自助缴税等电子化办税途径，为
纳税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

截至 7月 10日，濉溪县税务局
进驻县车管所车购税征收窗口已为
纳税人办理 387笔业务。

本报讯 7月 9日，市市场监管
局发布高温天气特种设备使用温馨
提示， 提醒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关注
设备运行状况，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市市场监管局提示， 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要加强对特种设备自行检
查， 确保所使用的特种设备及其安
全附件检验合格， 安全管理人员及
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要重点加强对
露天摆放使用的起重机械、 压力容
器、大型游乐设施等设备的管理，发
现安全隐患立即停止使用。

市市场监管局要求， 遇到极端
高温天气，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要对
特种设备或特种设备运行环境采取
降温手段， 如液化石油气充装站要
开启喷淋系统进行降温， 电梯使用

单位要对机房进行通风或开启空调
进行降温等方式方法， 确保特种设
备正常运行。遇到强对流天气，如狂
风暴雨等， 要停止室外大型游乐设
施、室外起重机械等设备的使用，确
保安全生产。

暑期来临， 针对商场电梯使用频
率增加等因素，市市场监管局提示，有
关单位要重点向乘梯人员宣传在乘坐
电梯过程中做到文明乘梯， 在电梯轿
厢中不打闹嬉戏，不乱按电梯按键，不
依靠轿门，不阻挡轿门关闭，不做影响
电梯安全运行的事。 当电梯发生故障
困人时，乘梯人员要保持镇定，利用电
梯轿厢内对讲装置或个人通讯装置与
电梯使用单位或维保单位联系， 说明
被困位置和轿厢内人员情况， 等待救
援， 不得尝试强行扒门等方式进行自
救，确保由专业人员进行救援。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精
准帮扶救助城市困难职工解困
脱困， 全面实施困难职工帮扶
民生工程， 推动解决困难职工
和农民工家庭子女上学难问
题。 根据省总工会有关文件精
神，市总工会决定，即日起启动
2019年金秋助学活动。

今年“金秋助学”资助对
象为今年考入普通高校、高职
院校的建档在册和符合条件
新建档的困难职工和农民工
家庭子女，入学当年资助每人
5700元。

活动通知要求，困难职工
要如实填写《淮北市困难职工
申请救助表》《淮北市“金秋助
学”活动申请表》《淮北市“圆
梦计划”活动申请表》和《淮北
市申请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承诺授权书》， 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所在单位工会或街道
办工会负责对困难职工初审、
入户核实、公示，公示时间不
得少于 3 天， 并签署初审意
见；各系统、直属工会负责信
息比对、复核、走访调查，并签
署复审意见盖章； 各系统、直
属工会于 8 月 6 日前健全困
难职工档案，并将金秋助学申
请对象相关资料汇总上报市
总工会权益保障工作部。

困难职工申请办理金秋
助学须出示和提供以下相关
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户
口本、身份证复印件及家庭收
入情况相关材料；今年享受最
低生活保障的有关资料；重大
疾病需提供当年度二级以上
医院或医保定点医院诊断和
诊治证明；遭受重大意外灾害
需提供相关单位的证明；子女
入学的高校录取通知书或网
上录取通知截图；农民工必须

提供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
证明。

为确保金秋助学资金及
时准确地发放到困难职工手
中，申报金秋助学的困难职工
要仔细填报工会会员卡卡号
并提供会员卡复印件，没有办
理工会会员卡的需提供有效
银行卡号。 金秋助学款发放
后，各系统、直属工会将通过
手机信息、电话等多种渠道告
知受助困难职工家庭。

7月 9日， 记者到濉溪县
双堆集镇魏圩村采访农村户厕
改造工作， 走进魏大庄村民魏
斌家， 只见院内一间新改造的
卫生间格外显眼， 满小屋贴着
瓷砖，抽水马桶干净无味。魏斌
说：“以前的厕所不敢建到院子
里， 就在院外路边找些砖块随
意一搭，到了夏天蚊蝇乱飞，遇
到下雨天，更是下不了脚。 ”

记者看到， 魏斌家户厕改
造完成后， 原来院墙外的旱厕
已经拆除，每到夏季苍蝇乱飞、
臭气熏天的情景再也不复存在
了。

“小康不小康， 厕所算一
桩。 ”双堆集镇魏圩村积极响应
群众对改厕的强烈呼声， 采取

试点先行举措， 今年启动了一
场深刻的“厕所革命”。 以魏大
庄为试点， 从意愿强烈的村民
旱厕改造入手， 逐步推向全村
13 个自然庄， 由政府提供洁
具、机械、施工费等，群众配以
砖块等少量建材， 确保户厕改
造工作落实到位。

在村民魏怀海家中， 更有
一番喜人变化。温馨的庭院前，
碧绿的青菜一片生机， 一张方
桌、 几把躺椅在院门过道摆放
着，生活的幸福感随处可见。

“新厕所方便又卫生，与原
来的厕所相比， 简直一个在天
上， 一个在地上， 以往每到夏
天，老厕所又脏又臭，蚊蝇多，
粪坑里爬满蛆虫， 孩子总对我
嚷： 什么时候家里能换个好点
的厕所？现在好了，刚改建的新

厕所，不脏不臭还环保。 ” 魏怀
海告诉记者，夏收期间，他在南
京务工的儿子魏玉坤回家协助
收麦， 到家后用上了新改造的
水冲式厕所，特意多住了两天。

在 81 岁的村民魏学兰老
人家里， 三格式化粪池正在建
设中。 魏学兰老人说：“厕所不
脏不臭了， 家里其他地方才能
干净清洁， 新农村就要有个新
风貌。 ”

陪同采访的市农业农村局
发展计划科工作人员陈洪磊介
绍， 三格式化粪池由相联的三
个池子组成， 中间由过粪管联
通，主要是利用厌氧发酵、中层
过粪和寄生虫卵比重大于一般
混合液比重而易于沉淀的原
理，粪便在池内经过 30天以上
的分解， 中层粪液依次由 1池

流至 3池， 以达到沉淀或杀灭
粪便中寄生虫卵和肠道致病菌
的目的， 第三池粪液成为优质
化肥。

“粪便经过这个一体化的
三格式化粪池发酵， 可以让其
中的寄生虫卵沉淀， 消灭寄生
虫卵和病菌，控制蝇蚊孳生，达
到粪便无害化处理。 ” 陈洪磊
说。

“改厕工作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突破口， 消除露天及
简陋旱厕，破除农民传统生活
陋习，推动农村卫生基础设施
建设，带动农村环境卫生综合
整治， 使改厕工作由点到面、
抓线连片不断扩大外延，能够
有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 ”魏圩村党总支书记魏俊
义介绍，在上级部门的精心指

导和双堆集镇党委、政府的高
度重视下，该村大力推进农村
户厕改造工作这一民生工程，
目前已完成 200 户改造计划，
其中魏大庄一个自然庄就完
成改造 65户。

户厕改造三分在建， 七分
在管。据介绍，为了让改厕工作
全面深化， 标本兼治， 一劳永
逸， 我市正在探索建立长效管
护机制，结合本地实际，进行改
厕后的检查检修、定期清理、粪
液粪渣资源化利用等后续管理
工作，确保形成建、管、修、用并
重的长效管护机制。

本报讯 7月 9日， 记者从杜集
区财政局获悉，今年，该区推进农村
环境“三大革命”农村改厕工作，截至
6月 30日，全区任务为 5000户，现已
开工 2983户， 开工率 59.66%， 竣工
2892户，竣工率 57.84%。
农村改厕工作将优化乡村环境，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高群众生活水
平，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杜集区各镇
（办） 开展农村户用厕所使用情况摸
底调查，征求群众意见，摸清农村厕
所改造底数。 做好项目管理、督导检

查、技术服务等工作。 改厕工作实行
统一招标、施工、验收，严格执行村庄
申请、镇（街道）审核、签订协议、组织
实施、竣工验收等流程。

各镇（办）、各村（居）利用有线广
播、电视、宣传栏等多种宣传媒介，宣传
农村改厕工作的政策措施和重要意义，
报道改厕工作新进展和典型经验，提高
群众的卫生意识， 争取群众的支持，推
动项目开展。 按照省、市有关要求组织
考核验收， 及时通报改造工程有关情
况，安排村（居）工作人员定期走访农户，
查看农户家中改厕设备使用情况，了解
他们使用感受，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

2019年金秋助学活动启动

入学当年资助每人 5700 元

小事里的大民生
———双堆集镇魏圩村户厕改造见闻

7月5日，市民在南湖公

园广场“江淮普法行”活动现

场了解法律知识。

当日，烈山区2019年“江

淮普法行”活动启动仪式暨

法治文艺汇演活动在南湖广

场举行。区司法局、总工会、民

政局、财政局等25家单位在

现场为市民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随后，

法治文艺工作者通过戏曲、小

品、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艺表演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

法律知识，传播法治文化。

■摄影 见习记者 黄鹤鸣

通讯员 卢文文

普法活动
惠群众

杜集区农村改厕工作有序进行

市市场监管局
发布高温天气特种设备使用提示

改善水域环境 确保河道畅通

曲阳城管中队整治湘西河道堤岸

濉溪县税务局车辆购置税征收窗口进驻县车管所

实现新车缴税注册上牌“一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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