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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任艳华

本报讯 近年来，杜集区矿山集街
道全力打造文化厚重、美丽宜居的文明
村。文化底蕴深厚，环境优美的南山村
成为乡风文明好、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好、党建活动资料好的特色党建综合示
范村，大大提升了南山村群众获得感、
安全感和幸福感。

创新“景区党建”引领思路，南山村
把党建与旅游“嫁接”起来，利用开放式
村部为村民提供优质、高效和便捷的服
务。群众动嘴、干部跑腿，形成了在职
党员全部是代理员的良好局面，极大地
调动了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积极性。

目前已通过开展党员走访入户、开通景
区党员服务热线、设立党员示范岗等措
施，成功走出了一条“围绕旅游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旅游”的发展模式。

强宣传争先进、激发治理活力。
南山村坚持以打造美丽乡村为目标，
积极开展文明创建工作，着力补短板、
强弱项，引领村民树立良好文明新风
尚。积极组织“好媳妇、好婆婆”“五好
文明家庭”“美家美院”等评选活动，让
乡村真正“美”起来。文化建设搭台，
党建引领协会，进一步丰富了社会组
织党建工作文化内涵。今年上半年南
山空竹协会党支部克服疫情影响，因
地制宜开展空竹文化训练，积极选送

优秀会员翁常玉等人参加四川省第一
届云健身网络运动会，取得一等奖和
三等奖的好成绩。

以打造“平安南山”为主线，以构建
“和谐南山”为核心，南山村调纠纷保平
安，促进法治有序。通过村民自发推
选、组织等方式，组建南山村村民义务
巡防队。每队分别有5名队员，共计55
名队员，巡逻时间从晚上9点开始至次
日凌晨4点，涵盖下辖11个村民小组，
参与护送孤寡老人和小孩回家、调解矛
盾纠纷，保护了辖区居民的人身安全，
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兴产业谋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南
山村依托悠久的文化底蕴，着力打造

“长寿南山”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特色
产业。2019 年南山村获批“安徽省第
一批美丽乡村示范村”和“第二批国家
森林乡村”。南山村党总支还将积极利
用200万元扶贫资金，计划建设8栋双
层温室大棚，入股假日阳光家庭农场，
同时流转 70 亩土地种植高品质红薯，
后期进行粉丝加工，预计增收 24 万
元。同时坚持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绿色生态发展道路,大力发展生
态旅游，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南山村每年吸引游客超过50万人次，
实现了生态与经济互动互促、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7月24日，矿山
集街道办负责人介绍道。

提升南山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矿山集街道凝聚合力打造“文明村”

本报讯 近年来，相山区加大礼遇
好人力度，日前出台发布《相山区礼遇
和帮扶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实施意
见》,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着力解决他
们工作、生活、学习上的困难和精神上

的需要，让“有德者有得，好人有好
报”，激发广大市民学习先进、争当好
人。

相山区在各项重要社会活动中，邀
请省级以上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
身边好人出席，不断扩大示范影响。春
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及重要时间节
点，将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列为走访慰
问对象。持续深入宣传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先进事迹，开展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基层巡讲巡演活动，创作制作道德模
范、好人体裁作品，设置好人荣誉墙、好
人榜、好人长廊等宣传阵地，形成学习、
关爱、礼遇、帮扶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的良好风尚。
除了精神上的礼遇，还有物质上的

礼遇与帮扶。相山区对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给予出行保障礼遇，省级以上道德
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中国好人”可免
费乘坐市内公交车，区级以上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享受加油优惠政策；每年
为省级以上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

“中国好人”提供一次免费体检；区级以
上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享受电影院购
票、新华书店购书优惠政策；同时，鼓励
相山区用人单位在人员招聘时，同等条
件下优先录用、聘用区级以上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

对生活困难、有劳动能力且有就
业创业愿望的区级以上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相山区相关部门将积极组织
开展技能培训，优先办理求职登记、就
业推荐、择业指导；对符合创业条件的
帮助提供贷款融资等支持；优先给予
办理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优先
提供公益性岗位。省级以上道德模范
及提名奖获得者、“中国好人”住房困
难且符合公租房政策的，同等条件下
优先保障。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同时享有其他
荣誉的，有关礼遇和帮扶待遇将不重复
享受。

相山区多项措施礼遇和帮扶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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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为迎接八一建军节，

烈山区古饶镇党委联合古饶镇人

民政府在古饶街开展“同庆建军佳

节，共叙鱼水深情”为主题的文艺

演出。

此次活动在丰富辖区居民文

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军民之

间的情感，展现了在党的关爱下，

百姓过着幸福美好、丰富多彩的生

活的良好局面。

■ 摄影 记者 冯树风

通讯员 戴荣萍

本报讯 为进一步营造良
好的辖区环境，巩固文明城市
创建成果，7月24日下午，黎苑
社区在相南街道办的安排部署
下，组织辖区 150 名党员志愿
者，对黎苑一期楼道乱堆放进
行了“百人作战”集中清理整治
志愿服务活动。

此次活动，社区工作人员

通过前期入户告知和单元门口
张贴通知的方式，告知居民为
了自身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楼道内的杂物在限期内有
用的自行收走，过期后无人处
理的废旧物品社区将集中清
理。同时对居民进行有效的防
灾宣传，让他们认识到清理杂
物的重大意义。

通过开展此次集中清理活
动，社区居民安全意识、卫生
意识、环保意识、文明意识得
到进一步增强，为深化全域全
城无垃圾创建工作打下了基
础。

本报讯 火车站是展示城
市形象的窗口。近日陆续有
读者反映，淮北火车站站前广
场现在拼客、抢客的司机都没
有了，使火车站这块文明程度
得到极大提高。旅客都是按
顺序上下车，出租车也都能拉
上客人了，不存在以往抢客的
现象。

7 月 28 日，记者来到淮北
火车站站前广场。此时正值
旅客出站，旅客拖着行李箱走
到出站口，一眼就能看到在出
租汽车专用通道等候乘客排
队上车的巡游出租汽车。记
者随同执法人员在火车站流
动观察了半天，发现火车站

“黑车”不见了。记者了解到，
从 7 月 27 日开始，全市 4 家出
租汽车公司派员参加火车站
出租汽车专用通道管理、维护
乘车秩序、组织调度车辆、宣
贯行业创建等，协助运管部门
打造文明淮北靓丽名片。

记者从市道路运输管理
中心了解到，市道路运输管理
中心从行业管理、文明创建等

角度考虑，设立了火车站出租
汽车专用通道，以方便乘客就
近乘车，规范了运营秩序，确保
了安全生产，也给出租汽车驾
驶员提供了稳定的客源，同时
亦促进了淮北市道路运输行业
文明创建的开展。4家出租汽
车公司派员参加通道秩序维
护，帮助老弱病残孕乘客搬运
行李、优先上车；协助运政人员
做好政策、法律法规、安全行
车、优质服务、职业道德等宣
贯；在高峰期组织调度出租汽
车及时赶到疏散乘客等。

此外，市道路运输管理中
心结合实际对火车站出租汽
车专用通道进行升级改造，撤
掉容易被大风、暴雨等恶劣天
气损坏的候车棚，改扩建后，
建设全天候全封闭的拱形轻
钢构造候车棚。同时，建设

“司机之家”，配备桌椅、饮用
水、应急药品及修车工具，设
立显示屏、读书角、书报架、宣
传栏，张贴“淮北文明十八条”

“淮北市出租汽车行业文明优
质服务五步工作法”等内容，
用于出租汽车驾驶员的短暂
休息和继续教育。

本报讯 为进一步改善社区生活
环境，美化社区风貌，宣扬文明行为，7
月 25 日，相山区东街道民生社区组织
辖区党员志愿者开展了“共建文明城，
党员当先锋”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党员志愿者们走进居民家

中，耐心地讲解文明创建知识，引导居
民认真填写调查问卷，提高他们对文明
创建工作的支持率、参与度。面对辖区
内墙体、楼道上的小广告，党员志愿者
们认真仔细地将其一张一张剥离、铲
除，对一些粘贴牢固、不易清理的小广
告，志愿者们甚至用手一点一点将其撕
离墙体，让楼道恢复了原貌。

“清扫杂物、铲除小广告、与社区工
作人员一起宣扬文明城市的文明行为，
都是一些举手之劳的事，我觉得每一个
居民都应该这样做。”民生社区青年志
愿者刘彦君说。

在居民们经常活动的社区小广场，
党员志愿者们发扬不怕脏、不怕累的精
神，分工合作，他们用手中的扫帚、铁

夹，清理卫生死角、枯叶杂草、生活垃圾
以及建筑垃圾。

据了解，参加此次活动的除民生社
区在职党员外，还有来自市住建局、相
山区检察院、相山区编办的民生社区党
员志愿者，他们在活动中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以实际行动助力社
区文明创建工作。

本报讯 “大姐，我市正在
冲刺全国文明城市两连冠目
标，你知道吗？”7 月 24 日上
午，在任圩街道红星社区，街
道党员志愿者们走村入户开
展文明创建知识宣传，过了一
个特别的主题党日。

为响应区委组织部关于党
组织和党员积极投身文明城市
创建的倡议，提高广大居民对创
城的支持度和知晓率，当天，任
圩街道机关支部组织党员在社
区一线开展文明创建宣传活动，

让群众成为文明行为条例的践
行者、健康生活的倡导者、文明
交通的维护者、道德风尚的传播
者、文明创建的参与者。活动
中，党员们分组入户，发放《文明
与你同行，创建从我做起——致
全体市民的一封信》，为居民讲
解创建知识，并结合村改居后社
区发生的变化，让群众切身感受
文明创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广大群众表示，我市创城
成果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
要配合政府全心投入文明创
建，通过共同努力，让家园更
靓丽。党员志愿者陈重阳表
示，希望通过主题党日，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
积极参与文明创建活动，切实
提高居民对创城的知晓率、参
与率和满意度。

携手共建文明行业 提高为民服务水平

淮北火车站
站前出租车乱象得到治理

黎苑社区开展
“百人作战”集中清理整治

志愿服务活动

主题党日倡文明

共建全国文明城 社区党员当先锋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张海燕

■ 记者 俞晓萌 通讯员 刘华

■ 记者 韩惠 通讯员 赵鹏

■ 记者 朱冬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毛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