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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党建引领，
在社区网格内建立网格党支部，构建

“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
组—党员中心户”四级基层治理组织体
系，有力延伸新时代党在基层工作的抓
手。目前，全区75个社区已成立657个
网格党支部，1500个楼栋党小组。

为了切实发挥居民议事会的作
用，相山区创新网格支部管理方式，吸
收社区包保网格党员、党员居民代表、
在职党员、物业企业党员以及参与社
区共建的其他类型党员进入网格党支
部，探索“虚拟组织，实体运行”的制
度，充分发挥党员在社区网格中的先
锋模范作用，让党员亮出身份唱主角，
让广大群众时刻感到党员在周围、党
组织在身边。

推行网格居民议事会制度，根据本
人自愿、群众认可、社区党组织审核把
关原则，议事会成员由小区居民通过民
主推选产生，一般设置议事长1人，议
事员5至7人，任期与居民委员会相同，
提倡网格党支部与议事会成员交叉任
职、党支部书记与议事长“一肩挑”，保
证党组织对基层自治的组织领导。

坚持依靠党建凝聚群众、聚集民
心，因地制宜建立红色益站，贴近居民

需求拓宽服务阵地，发挥凝聚群众作
用。在红色益站内，党员志愿者发挥
各自特长，组建多支党员志愿者服务
队，为辖区居民进行形式多样的贴心
服务；着眼于居民实际需要，便民利民
服务点里专门配有电钻、万用表、打气
筒、螺丝刀等居民家庭简单维修工具，
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免费使用，不出
小区就能自行解决生活中的小问题；
健康服务室里，不定期开展健康知识
讲座，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并开展免费义诊，把健康送到群众家
门口……一系列便民暖心举措不仅让
群众增加了对社区的认同感，而且始
终保持与基层党组织心贴心。

议事会开到居民身边，办好烦心
事揪心事

开展网格居民议事会工作，难点
在于居民参与度和参与途径，有意见
或不愿表达，或没有地方表达，或表达
后没有效果，都会挫伤其积极性。相
山区坚持开好意见收集会、议题讨论
会、议事联席会、述职评议会，引导党
员、热心居民成长为网格意见领袖，设
置好意见诉求表达通道，把问题解决

放到首要位置，将社区治理带上良性
发展轨道。

开好意见收集会，积极倾听民声。
东街道供电社区在网格内设置民情信
箱，及时收集居民的诉求和对社区工作
的意见建议。同时，采取党员开门接访
与入户走访相结合的形式，发放“党群
连心卡”，在了解群众意愿、倾听群众呼
声、收集群众意见的同时，带着有关政
策精神入户宣传讲解。创新推行“点亮
微心愿”平台，居民将对小区发展的建
议写在心愿卡上，贴到心愿墙上，党员
每周收集整理形成办事清单并加快解
决步伐，做到让群众利益诉求“有门”，
党员全程服务“有为”。

开好议题讨论会，充分汇聚民智。
“我们社区网格居民议事会的核心理念
是‘群众参与，共治共享’。”曲阳街道滨
河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网格居民议事
会主要讨论、梳理、分析楼栋长在走访
中收集到的民情民意，并提出办理意
见，真正把“议事会”开成“诸葛会”。“一
个个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
网格居民议事会里进行热议，多方联动
齐心商议，借助众人的力量很快找到切
入点，助力问题解决。”

开好议事联席会，及时兑现民意。

小区广场上安装了健身设施，居民们在
小区内有了活动新场所；小区门口挡路
的电线杆被移除，少了一处安全隐患
……在任圩街道园林家园小区，红色物
业议事会开展得有声有色。网格党支
部定期与小区红色物业议事会沟通协
商工作，每月召开1次座谈会，由社区党
组织、社区居委会、综合执法中心联系
人、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小区党员及群
众代表参加，商讨小区和谐建设的有关
事项。其中，一般的问题在10日内将落
实情况反馈给相关人员，情况特殊的及
时上报相关部门解决，让群众“说了不白
说”。目前，全区小区居民反映的各类事
项已解决1800余件。

同时，开好社区述职评议会，主动
接受民评。网格议事会每年年终召开
1次述职评议会，对群众意见建议办理
情况进行述职，参会代表采取现场无
记名投票进行评议，现场公布评议结
果，接受群众监督。

如今，相山区网格居民议事会在
政府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新
桥梁，为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搭台
子”“安凳子”，切实做到“民想我急、民
呼我应、民需我办、民困我帮”，为社区
治理注入了新活力。

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选举制
度规定，提高党内选举质量，保障党
章赋予的党员权利，增强党的意识、
政治意识、规矩意识。要严格代表
资格条件，确保选出合格的代表。
要合理分配代表名额，优化代表结
构，确保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比
例。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
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委员候选
人。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
防在先，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
换届纪律，确保选举风清气正。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
例》实施的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
委主体责任，加强谋划，精心组织，
全程把关。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
制，教育引导党员和代表正确行使
民主权利，保证选举工作平稳有
序。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
务骨干培训，提升工作规范化水
平。要加强督促落实，确保《中国
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各
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相山区城市版“一组一会”服务居民“最后一米”

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开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如何进
一步减轻企业和低收入参保人员今年
的社保缴费负担？国家税务总局社会
保险费司副司长王发运29日在新一期
税务讲堂视频中详细讲解了有关政策。

据了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延长阶
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
限等问题的通知》，包括延长阶段性减

免政策实施期限和2020年社保个人缴
费基数下限继续执行2019年标准、允
许以个人身份参保人员2020年自愿暂
缓缴费两项新政策。

王发运说，对中小微企业实行三
项社保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政策，执行期
限延长到2020年12月底；对湖北省以
外省份的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不
含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三项社保单位缴
费部分减半征收政策，执行期限延长到
2020年6月底；对湖北省大型企业等其

他参保单位三项社保单位缴费部分免
征的政策，执行到2020年6月底。

“2020 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
下限可继续执行 2019 年标准。各省
2020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可
继续执行2019年缴费基数下限标准，
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按规定正常调整。”
王发运说。

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
人员，2020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

困难的，可自愿暂缓缴费。2021年可继
续缴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对2020年
度未缴费月度，可于2021年底前进行
补缴，缴费基数在2021年当地个人缴
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方式
参加三项社保的，参照中小微企业享受
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政策。受疫情影响
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参保单位，可
继续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至2020年12
月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新华社合肥6月29日电 记者从安
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获悉，今年安徽
省将在加快 5G 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
上，打造智慧街区，推动“5G＋商业零
售”“5G＋智慧养老”等融合应用场景
落地，推动城市“智脑”升级。

据悉，2020年该省将完成5G基站
建设2万个，力争达到2．5万个，对重

点开发园区实现5G深度覆盖，推动全
省各城市地铁、车站、政府及事业单位
办公楼等重要公共场所和区域、各类
公共设施向 5G 网络设施开放并免除
资源占用费。

在全面完善 5G 基础设施建设的
基础上，今年安徽省将加快5G与物联
网泛在基础设施、应用服务平台、数据
共享服务平台协同建设，推动智慧城
市应用演进升级。推动江淮大数据中

心总平台和政务云平台建设，除涉及
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等数据外，今年
将实现政务数据100％汇聚，社会数据
60％汇聚。

围绕城市精准治理、惠民服务和
生态宜居等重点领域，安徽省将推动

“5G＋”智慧政务服务、智慧交通、智慧
照明、智慧安防、应急管理以及“5G＋
商业零售”等民生场景应用。该省鼓
励商业街区应用 5G 技术进行数字化

改造，全面提升街区管理服务智能化
水平，积极打造智慧街区。

依托世行贷款项目，安徽加快5G
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应用，建设省级养
老服务数据资源中心，打造一批智慧养
老机构和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据悉，为强化 5G 应用数据安全，
安徽省不断提升 5G 数据信息的保护
和网络攻击的防范能力，筑牢网络安
全、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防线。

延长阶段性减免
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

你关心的都在这里

安徽加快5G民生应用落地 推动城市“智脑”升级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记者
29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等十部
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
强控辍保学工作 健全义务教育有
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强调，要
确保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
外，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
童少年不失学辍学，确保2020年全
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
坚决防止因疫情造成新的辍学。

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是教育
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

“两不愁三保障”的底线目标之一，
事关脱贫攻坚的成效和全面小康
的成色。意见要求全面梳理已复
学和仍辍学学生情况，一人一案制
定工作方案，继续加大劝返力度，
确保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

今年秋季学期全部应返尽返。
对于因学习困难、外出打工、

早婚早育、信教等辍学的情况，意
见要求突出工作重点，切实解决问
题。对学习困难辍学学生，要建立
学有困难学生帮扶制度，有针对性
地制定教学计划，通过插班、单独
编班、普职融合等多种方式做好教
育安置工作；对外出打工辍学学
生，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协作劝返机
制，及时相互通报信息，严厉打击
使用童工违法犯罪行为；对早婚早
育辍学学生，要在严格禁止、依法
依规处罚的基础上，认真做好这类
适龄儿童少年的劝返复学工作，给
予特殊关怀；对因信教而辍学学
生，严格落实宪法和法律相关规
定，严禁利用宗教妨碍国家教育制
度的实施，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
共同做好劝返复学工作。

教育部：坚决防止
因疫情造成新的辍学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记
者 29 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修
订后的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处理程序规定》推出了非现场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异地处理改革
措施，在此前试点的基础上，6 月
30日起全国全面实施。

据了解，自 2020 年 5 月 1 日
起，非现场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异地
处理在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
南等5个省（区）试点，试点效果良
好，受到广大驾驶人的积极肯定。
6月10日起在山西、辽宁、上海、海

南、重庆、甘肃等 6 个省（市）推广
实施，6月20日起在天津、河北、内
蒙古、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陕
西、宁夏等 9 个省（区、市）推广实
施，6 月 30 日起在北京、吉林、江
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
西藏、青海、新疆等 11 个省（区、
市）推广实施，实现全国全面覆盖。

随着新规全面实施，当事人对
交通违法行为事实无异议的，除了
可以在违法行为发生地处理，还可
以自主选择在发生地以外的任意
地方公安交管部门接受处理，大大
方便了驾驶人处理异地交通违法，
减少群众两地奔波。

非现场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异地处理30日起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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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将
于近日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进行公开网络拍卖。（具体日期
详见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一、拍卖标的：①本田小型
轿车车牌号：皖 F28458，起拍
价：94388 元；②淮北市相山区
长山路交通新村甲-戊#116
号，起拍价：666000 元；③淮北
市相山区人民中路 221 号 1#
1201室，起拍价：2522800元。

二、拍卖地点: 淘宝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
到拍卖开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

登陆 sf.taobao.com/0560/04,报
名竞标并缴纳保证金。

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
的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及其
他优先购买权人届时应参加本
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
权利，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
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拍卖公告，竞买
须知，后续拍卖进展不再另行
通知。

咨询电话：13625612759纪
经理

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2020年6月25日

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网络拍卖公告

各缴存单位和缴存职工：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将于6 月30 日（周二）至7 月1 日（周三）进行年度结息工
作。在此期间，为确保我市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顺利进
行，市、县公积金服务大厅、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含网上
服务大厅、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将暂停办理各项业
务，7月2日（周四）恢复正常办理。如有疑问，欢迎拨打住房公
积金服务热线 0561—12329 进行详细咨询。由此给您带来不
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知。
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6月28日

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
2020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期间

暂停办理业务的通知

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
自我评价声明

按照《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评价规范》（质技监局量函〔2001〕106
号，以下简称《规范》）的要求，本企业进行了自我评价。现公开承诺本企业已达到《规
范》的有关要求，所生产的定量包装商品（品种、规格见下表）的净含量符合《定量包装
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原质检总局第75号令）的有关规定。自即日起，本企业将
在相应的定量包装商品上使用全国统一的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C标志）。特此声
明。

声明单位：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声明时间：2020年6月29日

使用C标志的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规格表
单位: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产品类别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产品品牌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口子

净含量

100ml

125ml

150ml

200ml

220ml

225ml

250ml

400ml

450ml

500ml

625ml

700ml

750ml

1L

1.5L

2.5L

5 L

15 L

25 L

口子
系列酒

GB/T19328、
Q/KZJY0001S、
Q/KZJY0002S、
Q/KZJY0003S

产品名称 产品标准

公 示

淮北市相山区盘中餐餐厅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淮北市顺发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皖F20563车辆营运证，声明作废。
苗金陵遗失契税发票，编号：03827577，声明作废。
徐孙男，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R 340272760，声明作废。
杨亦菲，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M 340401846，声明作废。
李华英遗失淮北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租赁保证金收款收据，编号：

No.0000261，金额：40393.7元，声明作废。
李华英遗失淮北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质量保证金、POS押金、物管

费保证金收款收据，编号：No.1000771，金额：37337.1元，声明作废。
刘凡艳遗失恒大名都22栋1106室购房发票，编号：00042359，声明作废。
刘凡艳遗失恒大名都22栋1106室购房发票，编号：00042363，声明作废。
刘凡艳遗失恒大名都22栋1106室购房发票，编号：00042364，声明作废。
淮北人为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淮北人为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淮北人为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学启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濉溪县鑫兴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丁晓迪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孙李敏（身份证号：340621197804222421）遗失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

编号：66340699981005819，声明作废。

张 言:(身份证号码:340406*********218)

张晶晶:(身份证号码:341203*********512)

夏 季:(身份证号码:342422*********178)

陆 阳:(身份证号码:341322*********211)

孙贤帅:(身份证号码:340421*********817)

以上5人因自身原因，至今仍未按公司要求到岗。现公司登报再次通知你

五人，请于本通知见报之日起15日内按要求到岗。如逾期未归，公司将于见报

之日起30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中煤矿山建设集团职工

奖惩暂行规定》等有关文件规定，与你五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中煤特殊凿井有限责任公司安徽路桥分公司

2020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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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胡浩

■ 记者 刘奕湛

■ 记者 王菲

■ 记者 郁琼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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