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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集专刊

本报讯 连日来，杜集区
朔里镇结合镇况实情，组织召
开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安徽和在合肥
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
神，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
的新定位新要求，从中找指
针、找方法、找路径，进一步理
清思路、突出重点、细化措施，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取得新突破。

灾后维稳持续跟进，稳固
落实“防汛救灾”和“疫情防
控”后期工作。成立专项督查
小组，对机关和各村的疫情防
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设立卡

点值班关卡，抓好对入境人
员、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跟
踪监测，提升疫情预警处置能
力，坚决防止疫情反弹。目
前，朔里镇针对防汛发现存在
的水利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
疫情防控工作有力落实，全镇
工业企业基本复工生产。

重点项目有序开展，奋力
完成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
朔里镇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
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抓好
32 家规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调度，盯住在谈和在建项目，
快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发展，
有效推进企业科技创新，力争
形成更多增长点。坚决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稳步推
进朔西湖开发建设，加快梧桐
小镇以及湖西路、杨河北路等

项目建设进度，努力打造璀璨
夺目的“朔西明珠”，脚踏实地
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道
路。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扎实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紧
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
词，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
动朔里镇基础建设、公共服
务、招商引资等方面协同发
展。全力保障朔湖佳苑配套
道路、宿丁路沈集沉陷路段、
污水管网等工程项目有序推
进，不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
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
承接招引长三角新技术、新项
目，努力向产业链、价值链最
高端攀升。10 月份为止引进
企业 9 家，其中已开工项目 8
个。

群众基础不断夯实，加快

锻造基层高素质人才队伍。
从严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抓好农村基层党建“一抓
双促”和社区基层党建“三抓
一增强”工程，建强筑牢基层
战斗堡垒。认真贯彻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坚持“20字”好
干部标准，树牢正确选人用人
导向，认真筹备明年换届工
作，成立“届末体检”小组，实
行“一村一调研”制度，撰写村
（社区）调研考察报告，为基层
高素质干部队伍形成打好基
础。目前，朔里镇 9 个村（社
区）共计村“两委”58 名、后备
干部32名、协管员68名，形成
较为稳固牢靠的基层群众治
理体系。

民生保障得到加强，精准
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高度重视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极力发挥“一
村一品”带动村民致富，重点
排查解决“两不愁三保障”及
饮水安全问题。段庄村标准
化扶贫厂房已对外出租，年
收益17万；投资300 万元在官
庄村建设扶贫温室大棚，已
完成招投标，建成后对外出
租，按照规定比例向贫困户
发 放 收 益 。 针 对 已 建 成 的
1215 个户厕的改造提升，投
入 90 万元增添水电管线、更
换损毁设备，确保对标达标、
使用方便；协调自来水公司
把管道接通蒋庄、黄湾和朱
楼3个自然村，解决了4000 多
人的安全饮水问题，保障居
民合法权益，提升群众幸福
指数。

本报讯 今年以来，石台镇通
过打好“三张牌”在全镇范围内
开展人居环境治理工作，努力营
造和谐整洁的人居卫生环境。

打好“帮干”牌。石台镇各
村居干部以改善高龄老人居住
环境为契机，由帮扶人员上门入
户帮助高龄老人打扫卫生，本着
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扫地的
扫地、擦窗的擦窗、清垃圾的清
垃圾，在共同治理人居环境过程
中增进干群关系，加深与群众的
感情。

打好“引导”牌。石台镇通
过大喇叭宣传、悬挂宣传横幅、
张贴宣传海报以及志愿者活动

等方式，向群众讲解改善卫生环
境带来的益处，号召大家从打扫
卫生这样的小事做起，摒弃原有
的乱扔、乱倒、乱堆等不良生活
习惯，树立起以“脏”为耻，以

“乱”为羞，以“懒”为恶的理念意
识，引导群众充分认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意义，增强群众的环
保意识，调动其参与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的积极性。

打好“榜样”牌。石台镇号
召辖区内的全体党员积极参与
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来，
主动建言献策、群策群力，为农
村人居环境政治工作提供行之
有效、可操作的意见和建议，并
督促党员切实从自身做起，做好
垃圾清理、清运工作。

本报讯 近日，段园镇党委、
政府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部
署，多措并举，全力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大力营造宜
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段园。

该镇强化宣传，营造氛围
到位，利用村内喇叭、条幅等形
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
环境保护意识，鼓励群众积极
参与，引导群众从“有人干”到

“我来干”的思想转变。引领示

范，人员组织到位，形成由镇包
村领导、村两委为主力军的工
作队伍。对主次干道、房前屋
后、河道、沟塘杂草垃圾进行清
理、清运。注重长效，督查到
位，镇、村组织人员成立督查小
组定期进行实地察看，对于进
度缓慢、整治力度小的村进行
通报批评。

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开展以来，全镇村容村貌明显改
善，进一步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 近年来，朔里镇
不断激发村级内生动力、增
强村级“造血”功能，以盘活
集体资产、利用扶持资金发
展产业等为主要措施，创新
资源开发型、资产经营型、物
业租赁型、产业带动型、技术
合作型五大发展模式促进村
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立足
各村（社区）实际，围绕强化

扶持、示范带动、一村一品的
发展思路努力将党建优势转
化为发展效能。

朔北社区是朔里镇村级
集体经济产业带动型发展模
式的典范，转变以前鱼塘承
包、门面房租赁为主体的单
一模式，坚持党建引领，利用
专项扶持资金成立集体经济
公司，主要从事各种编织袋
的加工、生产及销售。

走进编织袋厂，朔北社

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吉军在厂里盯着生产，工
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赶制订
单，合计3万余条编织袋。

今年7月，编织袋厂正式
投产运营，日产量最高可达
15000条，主要销往周边饲料
厂和有机肥厂等，截至目前
经营性收入已达 20 余万元，
预计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
入将达 50 万元以上，增加并
带动周边群众就业。

本报讯 11 月 6 日下午，
朔里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
展脱贫致富典型故事宣讲会。

镇扶贫办主任朱扣云讲
述朔里镇贫困户脱贫故事。
坡里村贫困户胡永在一次交
通事故中落下残疾，镇、村干
部积极主动为他办理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代缴新农合、签
约家庭医生、申请教育资助
等，发放羊和肥料，增加了家

庭经济收入，吃穿不愁，医疗
也有了保障，孩子的教育也得
到解决。他说，“党的扶贫政
策让我重燃对生活的希望。”
一鼓作气，胡永开始种植葡
萄，自己一点点琢磨、看书学
习，向有经验的种植大户请
教，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产销两
旺，成功实现脱贫致富，更将
经验及时分享，带动周边的群
众一起走向致富路。今年 10
月，胡永荣获 2020 年淮北市

“脱贫致富青春榜样”称号。
沈集村村民王玉美是吃

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新时代女
性典范，在生活的道路上不服
输，乐观、坚强，挑起家中大
梁。2017年底，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免费代缴新农
合、签约家庭医生，家中病人
医疗得到保障；通过危房改
造，住房安全得到保障；发放
电脑、电动三轮车、电风扇等，
一系列帮扶措施和扶贫干部
的一次次暖心走访，更坚定王

玉美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决
心。学习养殖知识、搭建鸡
棚、购买鸡苗、精心养护，王玉
美骑着电动三轮车每天早出
晚归，风风火火地卖鸡蛋，生
计渐渐稳定后，更学习了制作
辣酱的手艺，一家人的生活越
过越红火。

青春闪耀扶贫路。作为
2020年淮北市“扶贫济困青春
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的朱扣
云，深情讲述着发生在朔里镇
的脱贫故事，朴实的话语、真

挚的情感，再现了朔里镇党员
干部的责任和担当。现场观
看视频《要幸福就要奋斗》，更
激励着党员干部凝聚扶贫合
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
信心、顽强奋斗，为夺取脱贫
攻坚战全面胜利贡献朔里力
量。

本报讯 自11月1日人口普
查信息正式登记以来，石台镇
200多名普查员每天挨家挨户对
居民进行访问登记。

“目前，石台镇人口普查工
作顺利开展，得益于前期广泛的

宣传和‘地毯式’的摸底工作。”
石台镇统计站负责人孙攀说，

“人口普查不仅有利于国家，更
会惠及每一个人。只有摸清自
己的‘家底’，才能更好的规划发
展的‘蓝图’。连日来，普查员走
村入户，废寝忘食就是要坚决完
成这次人口普查任务。”

本报讯 近日，高岳街道深
入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通
过多项举措，积极营造了全街道
共同参与、支持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良好氛围。

活动中，高岳街道通过QQ、
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推送扫黑
除恶重点工作内容及举报方式，
利用扫黑除恶宣传车早、中、晚
循环播放扫黑除恶宣传法律法

规政策。
通过张贴宣传标语、悬挂条

幅、公告栏、墙壁字、上门发放杜
集区满意度调查台历、宣传单页
等多种方式，开展扫黑除恶法律
知识宣传，切实做到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全面实现了扫黑除恶
宣传全覆盖、零缝隙。截止到目
前，悬挂横幅54条，高炮7幅，展
板 12 块，墙壁字 20 幅，喷绘 380
块，发放台历3万份，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宣传效果。

本报讯 今年以来，杜集
区矿山集街道办事处不断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积
极搭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平
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有效保障了群众
合法权益。

该街道办结合新时代要求
继承创新，发扬新时代“枫桥经
验”，打造“作退一步想”调解工
作法品牌。针对纷繁复杂的社
会矛盾及不同当事人的特点，
以听、理、劝、借、退为工作理
念，既畅通了当事人的诉求表
达，又让双方“换位思考”“冷静
处置”“情义融化”，使大量矛盾
纠纷和信访事项化解在萌芽阶
段，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
事”的目标。

通过建立联调、访调、诉
调、公共法律服务等平台，建
成以诉调对接、警民联调、访
调对接为支撑的调解网络。
调解工作整体联动、互促互
进的良好态势。在充实专业
调解力量，强化基层和行业
调解组织的基础上，充分挖
掘社会资源，积极推行村级
法律顾问、公安干警担任专
职副书记等制度，建立了街
道、村“两代表一委员”工作
室，延伸工作触角，拓宽纠纷
化解渠道。

围绕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力培
育农村“法律明白人”“法治带
头人”队伍，引导教育群众理性
表达利益诉求。

本报讯 近日，为进一步加
强电梯高质量安全运行，高岳街
道办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了电
梯维保和使用环节综合整治行
动，对辖区内 298 台电梯逐一排

查。
截至目前，高岳市场监管所

共出动检查人员16人次，检查小
区5个，检查各类电梯105部，下
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一
份，立案一件，及时消除了安全
隐患。

勠力同心扎实推进共绘美好朔里新画卷
——朔里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朔里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讲脱贫故事 聚扶贫合力

本报讯 近日，杜集区人大
矿山集街道工委开展了视察村
集体经济活动。视察组采取实
地视察、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
的形式，先后对南山村红薯种植
地，北山村黄金蜜梨园等 5 个视
察点进行视察。

各村及相关负责人对视察
点情况作了详细介绍，代表们各
抒己见，对各个视察点的发展提
出了建设性意见。在视察点上，

人大代表听取了负责人对当前
管理措施落实情况的汇报，部分
人大代表紧紧围绕视察点建设
管理、累计效益、工作人员主体
作用发挥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
意见和建议。代表们纷纷表示，
通过此次视察活动，对几个视察
点管理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和认识，对日常管理工作所取得
的成绩予以肯定。同时表示，团
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增
强自信心，凝心聚力，扎实苦干，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应
有作用。

本报讯 日前，高岳中心
学校“守初心担使命，做四有
好老师”教职工演讲比赛在
杜集区实验小学正式开赛。

来自 14 所学校的 17 名年轻
教师分享各自从教之中的小
故事，展示了教师风采。

近年来，杜集区高岳中
心学校着重思想政治引领，
对各校园进行科学合理的调

整布局、撤点并校，向内挖
潜，平衡聚合师资力量。同
时积极创设工作环境，吸引
年轻教师加入高岳教育团
队。参加本次演讲比赛年龄
最小的22岁。

石台镇
打好人居环境整治“三张牌”

段园镇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高岳市场监管所
保障电梯安全使用

区人大矿山集街道工委
开展视察村集体经济活动

石台镇
全面开展人口普查工作

高岳街道
扫黑除恶宣传深入人心

矿山集街道办
多举措化解基层矛盾

从教小故事 育人大情怀

朔里镇：产业带动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

11月4日上午，伴随着火警铃声，市第九中学的师生们依据规定的疏散路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下身体，快步下

楼，疏散至操场安全区域。整个演练过程用时三分钟，活动紧张有序。

当日，杜集区教育局联合区应急管理局、杜集区消防救援大队，在市第九中学开展消防安全月活动。

■摄影 记者 梅月

为孩子
撑起“保护伞”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葛羚

■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吴冬冬

■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范筱雪
实习生 庞格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葛羚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马静

■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李广超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王倩雯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王倩雯

■记者 刘星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范筱雪
实习生 庞格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冯方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