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版
编辑/版式 梁松涛/孙利 hbrblst@126.com 校对 孟祥兰

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综合新闻
ZONGHEXINWEN

濉溪周刊

本报讯 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进一步向好变化，濉溪
县妇联及时调整巾帼志愿者
工作重心，全力服务企业复产
复工、农业春耕春种和脱贫攻
坚，让巾帼“志愿红”成为乡村
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近段时间，县妇联聚焦脱
贫攻坚工作重点，切实抓好

“巾帼脱贫行动”各项工作落
实。党组班子带头，分组分批
深入 10 个有脱贫攻坚任务的
镇、村查看“巾帼脱贫行动”贫
困救助项目落实及相关材料
规范情况，查看脱贫攻坚“两
不愁 三保障”落实及安全饮水
保障情况。走访调研期间，县

妇联要求各级妇联组织，要充
分发挥巾帼模范带头作用，以
更加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意
志，立足本职岗位、强化责任
担当，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双堆集镇妇联下设 24 个
巾帼志愿者队伍，共有志愿者
250 余名。疫情防控期间，巾
帼志愿者队伍积极参与“敲
门”宣传和“四同”人员排查行
动，协助镇村领导干部开展稳
控、居家隔离和相关服务工
作。进入 3 月份以来，巾帼志
愿者队伍想方设法帮助企业
和农业纾困解难，有序有力有
效地推进企业复工、农民复
耕，助力脱贫攻坚。鑫顺雨具
厂在镇妇联的帮助下，从复工
申请到企业复产，短短一天时

间就办理好所有的手续，40余
名妇女走上工作岗位就业；双
达果蔬种植合作社在双堆村
妇联的组织下，十多位妇女不
误农时，加班加点给果树剪
枝；保利家庭农场在大桥村妇
联的动员下，30余名妇女利用
4 天的时间，将 80 余亩的西瓜
苗移栽到大棚内。

公交车空间小，乘坐的人
多，是容易传染的地方，也是防
控的重点。濉溪县恒瑞电动公
交恢复运营后，801 路的 12 名
巾帼服务队队员冲在疫情前
线，既要做驾驶员，又要当防控
员，给乘客测量体温、检查健康
码情况，每次跑完班次还要把
车厢消毒一遍，用拖把和毛巾
把车里的角角落落都清洁干
净，尽量为市民提供卫生健康

的乘车环境。县妇联党组班子
一行专程赶到恒瑞电动公交公
司，看望慰问巾帼服务队队员，
并为她们送来了方便面、牛奶
等物品，感谢她们在疫情防控
期间为乘客提供优质安全的出
行服务，充分展示了当今女性
劳动者的时代风采。

阳春三月好时节，万物复
苏绽芳华。连日来，五沟镇妇
联主席纪影带领巾帼志愿者
们深入田间地头、道路沿线开
展“林木双进”活动，她们挥锨
铲土、培实新苗，一片热火朝
天的场面洋溢着暖暖春意，让
宁 静 的 小 乡 村 焕 发 勃 勃 生
机。“种下了一株株树苗，就是
种下了希望，等来年绿树成
荫，我们一起来乘凉，今后有
志愿活动我还要参加。”巾帼

志愿者周梅英望着一棵棵迎
风而立的苗木开心地说。大
家也纷纷表示，今后要继续为
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巾帼力量。

县妇联团结引领各级妇
联组织和广大妇女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努力做脱贫攻坚的
奋进者、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
文明风尚的倡导者，为推进濉
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功
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在近日
公布的安徽省妇联系统目标
管理考核结果中，濉溪县妇联
荣获 2019 年度全省妇联系统
目标管理考核先进县称号，这
是 县 妇 联 连 续 三 年 获 此 殊
荣。除此之外，县妇联还获得
全国巾帼文明岗、省三八红旗
集体、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省两纲示范县等荣誉称号。

“现在吃喝都不愁，种的
豌豆不愁卖，每亩地每年还有
补贴，没想到还能过上这样的
好日子。”3月17日，记者来到
濉溪县孙疃镇刘圩新村豌豆
基地，74岁的村民赵成仁正在
自家豌豆地里除草。

赵成仁患有脑血栓，因病
致贫成了村里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该村作为压煤搬迁新
村，拥有塌陷地约3000亩。扶
贫工作队积极引导贫困户利
用有限条件，在村“两委”的倡
导下，整治开发出特色种植扶
贫产业基地，鼓励并支持向赵
成仁这样的贫困户种植菜豌

豆。
豌豆基地特色产业的发

展是刘圩村扶贫工作队开展
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缩影。
去年以来，刘圩村驻村扶贫工
作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
力开展扶贫工作，入户走访，
嘘寒问暖，摸清了拟脱贫户、
已脱贫户和边缘户的全面信
息，全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消除返贫，有效地助力
村级扶贫开发工作。

刘圩村位于孙疃镇中部，
浍河沿岸，面积 1.2 万亩，耕
地面积 10600 亩。全村辖 19
个自然庄，人口 6835 人，全村
劳动力人口 4470 人，因病、因
残 丧 失 劳 动 力 人 口 230 人 。
该村作为全市 22 个贫困村之

一，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63
户 125 人。2019 年度，工作队
对未脱贫且无劳动能力的刘
正贤、田春雷、郜富强 3 户 5
人，采取产业扶贫、社保兜底
脱贫等帮扶措施，经过第三
方评估顺利实现脱贫，全村
无返贫。

为了更好更快地开展帮
扶工作，扶贫工作队扶贫队员
通过大量入户走访，了解一手
情况，对每户贫困户建档立
卡，填写相关表册，制定脱贫
计划，针对致贫根源，落实帮
扶措施，解决扶贫领域“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

为方便群众出行，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拨付资金46万元，
为刘圩村修缮毁损水泥混凝

土路面。同时，还依托单位优
势帮助刘圩村编制村庄振兴
规划，为村稳步发展、科学发
展创造条件。

除让贫困户享受政府扶
持政策外，工作队还积极引导
贫困户开展特色种植，与豌豆
基地、旱稻种植等特色产业对
接 ，安 排 20 余 户 贫 困 户 就
业。发展特色养殖 6 户，主要
养殖牛、羊、鸭、鸽子、猪等，
2019 年共安排特色种养殖 15
户 ，帮 助 申 请 奖 补 助 资 金
46000元。帮助协调专项资金
60 万建设豌豆基地配套项目
30吨冷库；协调举办科技扶贫
讲座 3 次，宣讲传统农作物、
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家禽饲养
等知识。

对建档立卡因家庭困难
致子女难以完成学业的加大
教育扶持力度，对其子女统
计年级、学校进行上报，做到
不让一个贫困子女因家庭困
难而辍学，2019 年上半年已
为10户11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孩 子 申 请 智 力 扶 贫 ，共 计
17270元。

下一步，工作队将对照精
准脱贫标准，引导脱贫户致
富，防止低收入户返贫，关注
提升边缘户家庭收入。坚持
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然资源
优势和产业特点，着力围绕塌
陷湿地平整开发、特色水产养
殖，积极鼓励和支持贫困户发
展特色产业，增加群众收入，
加速脱贫步伐。

本报讯 今年以来，濉溪县
多举措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
生工程，积极消除农村困难群众
住房安全隐患，切实改善农村困
难群众住房条件。今年计划实施
危房改造137户，截至目前，已开
工建设80户，竣工15户，工程项
目预计5月底前全面竣工。

濉溪县坚持“户申请、村评
议、镇审核、县审批、市备案”的工
作流程，规范危房改造对象的摸
底调查和审核审批，实行留痕管
理，精准确定改造对象。建立健
全公示制度，将补助对象基本信
息和审查结果在村务公开栏公
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政策
落实公平、公正。严格按照工作
方案、程序和标准逐户深入细致
做好工作，抓好落实。

本报讯 近日，濉溪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联合濉溪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启动了 2020 春季“退役士
兵专场”线上招聘活动，为退役军
人就业牵线搭桥。

据悉，为贯彻落实省及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关于稳定退役军人

就业的工作安排，更好地推进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搭建用人
单位与退役军人之间进行交流的
平台、提高退役军人就业质量，濉
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协调联
系了安徽富士特铝业有限公司等
65 家用人企业，共提供 276 个岗
位，主要招聘濉溪县内退役军人
及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退役士兵
专场”线上招聘活动从3月16日
起至4月16日止。

本报讯 近日，濉溪县刘
桥镇为进一步做好就业精准
脱贫工作，组织人员进村入户
开展“三送一交心”活动，为贫
困户家庭送岗位、送技能、送
温暖、与贫困劳动者谈心交
心。

“太感谢了，是你们帮俺
成为上班族，走上致富路。”刘
桥镇任圩村村民代芹英说。
今年 48 岁的代芹英是刘桥镇
任圩村村民，家中因病致贫，
2014 年度成了建档立卡贫困
户，其丈夫是多年重度糖尿

病，大女儿因股骨头坏死 2 次
手术也花费了不少医药费，整
个家庭一度陷入贫困之中。
在镇村干部帮扶下，享受健康
脱贫、产业扶贫、社保兜底、教
育扶贫等多项扶贫政策后，于
2016 年光荣脱贫。为确保代
芹英一家不返贫，该镇与濉溪
经济开发区欧凯电子有限公
司联系用工岗位需求，将适合
代芹英和女儿徐艳玲的岗位
送到其家。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
年，刘桥镇为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全面
排查整改的同时，进村入户开
展“三送一交心”促就业活动，

为贫困户家庭送岗位到家、送
技能到人、送人到岗及与贫困
劳动者谈心交心。

春节以来，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贫困劳动力外出就业
受阻。该镇充分利用大排查
之机，了解他们生活、就业和
收入状况，耐心解答他们提出
的问题，听取他们对就业脱贫
的意见建议，尽最大努力满足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的就业
创业诉求。同时，发放就业创
业脱贫宣传资料、开发公益性
岗位、辅助性岗位、临时性岗
位、扶贫车间、家门口就业岗
位和创业担保贴息及就业补
贴等一系列就业脱贫扶持政

策，让贫困劳动者充分了解相
关扶持政策，提升贫困劳动者
的就业观念，激发贫困劳动者
的内生动力。

开展“三送一交心”活动
以来，刘桥镇镇村干部遍访
了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面
对面与贫困劳动者进行沟通
交流，对公岗以外 638 名贫困
劳动者基本信息进行核查登
记，发放就业扶贫相关政策
宣传材料 2000 余份，推送就
业岗位 3000 多岗次，让更多
贫困劳动者了解政策享受政
策，实现就业创业增收脱贫，
助力脱贫攻坚。

截至目前，全镇 16 至 59

周岁贫困劳动者 1008 人，其
中公岗安置就业 370 人，自主
就业 464 人，因疫情影响暂未
就业 174 人，有就业意愿 71
人，无就业意愿 103 人。下一
步，该镇将通过支持返岗复
工一批、帮助招聘录用一批、
动员投身农业特色种植解决
一批、鼓励重大项目吸收一
批、扶持创业带动一批、开发
公益岗位或临时性岗位安置
一批等“6+1 举措”，实现有就
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贫困劳
动者“应就业尽就业”，做到

“就业一人，脱贫一户”，为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奠定坚实的
基础。

本报讯 近期以来，濉溪县
财政局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县
各项疫情防控期间的税收优惠和
复工复产等政策，加强“三保”等
重点支出保障，切实防范财政运
行风险，多举措抓好财税收入组
织工作。

该局积极主动推进经济秩序
恢复，及时组织相关征收单位，分
析研判收入形势，动态跟踪疫情
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同时，继续
压实预算执行主体责任，做到月

初有计划、月中有督办、月底有考
核通报，层层传导责任和压力。
面对疫情，该局上下坚守岗位，认
真履职，全力保障全县“三保”支
出需求，及时认真做好人员工资、
公用经费、基本民生等资金拨付
工作。另外，牢固树立过“紧日
子”思想，打好“铁算盘”，大力压
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
将节省下来的资金优先用于落实

“三保”等方面。硬化预算约束，
着力优化支出结构，积极落实财
政政策，统筹可用财力重点保障
脱贫攻坚、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
等重点支出。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濉溪县直机关工委发挥好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和群众工作优势，全力以赴防
控疫情。

县直机关工委率先开展党
员志愿服务活动，全体党员两两
一组迅速深入县直各机关，通过
张贴和发放宣传单页等方式，宣
传疫情防控知识，及时联合直属
党组织奔赴企业开展上门服务，
及时下拨党费6万元到工委直属

基层党组织用于一线防疫，同时
向帮扶村韩村镇大庄村党总支
捐赠口罩200只。县直机关工委
15名党员深入社区一线，并选派
工委2名科级干部深入企业防疫
网格一线，监督指导企业的复工
复产和防疫工作。自 2 月 27 日
捐款活动开展以来，县直机关工
委领导和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完
成县直单位各基层党支部捐款
花名单和捐款金额统计工作。
截至 3 月 4 日，县直机关党员捐
款 率 达 100% ，捐 款 总 额 共 计
222832元。

本报讯 连日来，临涣镇党
委、政府紧紧围绕工业强镇战略
目标，抓重点、攻难点、树亮点，一
手稳经济，全镇30余家小微企业
近期实现全面复工复产。

随着疫情的稳定与好转，按
照有关政策，临涣镇自2月10日
起开始协助有复工需求的 15 家

规模企业复工复产。为确保企业
安全复工，该镇为每家企业配备
1 名防疫指导员，以指导企业办
理复工手续、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同时帮助企业联系购买防疫物资
等。临涣镇党政班子成员在此期
间勇担责任、分工负责，每人至少
联系一家规模企业，积极帮助企
业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确保企
业顺利复工。

本报讯 连日来，五沟镇镇、
村、组三级联动，围绕“两不愁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问题，对全镇进行
一次覆盖所有农户的立体式走访，
进行一次横到边、纵到底的脱贫质
量大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及时整
改，持续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清零，

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截至目前，五沟镇对全镇所

有农业户籍人口的 1421 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全部排查完毕。“我们
坚持边排查边整改，对于不能立
即整改的问题，将对排查问题进
行细化分类，研判分析，行成整改
思路，全面补齐短板弱项，持续推
进各类问题整改清零。”五沟镇党
委书记李永刚表示。

助复工备春耕促攻坚

濉溪城乡遍布巾帼“志愿红”

发展扶贫产业 助力脱贫攻坚
——记孙疃镇刘圩村驻村扶贫工作队

濉溪县
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启动
“退役士兵专场”线上招聘活动

县财政局
多举措抓好财税收入组织工作

县直机关工委
强化党建引领助防控

临涣镇
小微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五沟镇
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大排查

刘桥镇开展“三送一交心”助力就业脱贫

3月18日，濉溪县百善镇鲁

店村村民在路边绿化带植树。

阳春三月，正是植树的好时

节，濉溪县百善镇组织志愿者开

展“美化家园 保护环境”主题植

树活动。志愿者们在保障防疫

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植树，

为家乡增添绿色。

■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特约记者 陈若奎

美化家园
播种绿色

■ 记者 王晨
特约记者 范胜明

■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靳磊

■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宋传文

■ 记者 傅天一
通讯员 王璐璐

■ 记者 傅天一 通讯员 朱雨萌

■ 记者 吴永生
特约记者 徐峰

■ 记者 齐新亚
特约记者 李天功

■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孙楠楠

■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李世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