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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市着力为现役
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自去年《淮
北市子女教育优待实施细则》实
施后，已陆续有 60 余名现役军
人子女享受入学入托红利。

符合子女教育优待的应为

作战部队淮北籍现役军人、驻淮
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干部转改
文职人员、调离淮北的驻淮部队
现役部队现役军人尚未办理随
队的子女；淮北籍烈士子女、因
公牺牲军人的子女；驻国家确定
的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
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以上岛

屿部队军人的子女，以及在飞
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
高危害岗位连续工作 3 年以上
（含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3年以
上），以及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
和岗位累计工作 5 年以上的淮
北籍现役军人子女；平时荣获二
等功或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

励的淮北籍现役军人子女；一至
四级残疾淮北籍军人子女。

依照就近就便入学的原则和
军人本人意愿，退役军人按军分
区政治工作处办理审核手续，在
本单位范围内公示照顾军人子女
名单、优待类别与加分分值。每
年8月5日前，淮北军分区政治工

作处将军人子女信息汇总及相关
审查材料等交至我市招生委员会
办公室并入考生电子档案。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文
旅体局获悉，我市辖内4家中小
银行先后投入80万余元采购各
类正版软件（部分银行采用场地
授权的方式），其中操作系统
450套、办公软件505套、杀毒软
件442套，全面完成软件正版化
工作。

近年来，我市采取多项措
施，推进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软
件正版化工作。健全组织保障，
加强对全市软件正版化工作的
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各中小
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别健全组织
架构，明确职责分工，加强软件
正版化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有
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各金融机
构多次对职工开展软件正版化

宣传培训工作，结合网络安全、
信息风险管控等重点领域，向职
工介绍软件正版化工作的重要
意义及现实要求，营造“使用正
版 拒绝盗版”的氛围，提高广大
职工版权保护意识和软件正版
化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市广
播电视新闻出版局与市银保监
局建立定向联络机制，协调配
合，通过召开督查会议、实地上
机检查、查看采购、授权协议等
方式传达省版权局相关文件精
神，督促指导中小银行业金融机
构巩固工作成果。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完善
正版软件管理长效机制，开展使
用正版软件公益宣传，提高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为建设创新型城
市营造良好氛围，巩固软件正版
化工作成果。

本报讯 近年来，淮北矿业
集团铁运处高度重视一线职工
合法权益的保护，紧紧围绕安全
稳定、转型发展的难点、职工群
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多措并举为
职工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畅通
职工维权保障的“快速通道”。

建章立制，优化“诉求通
道”。该处建立健全职工维权工
作机制，对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
事项，采取公开听证，落实职工
诉求。定期召开工会全委会、形
势任务宣讲会，倾听职工呼声。
建立维权阵地，设立“工会主席
信箱、维权热线、民主接待日、职
工心理咨询室”四项维权渠道，
及时为职工办实事、解难事。

延伸触角，深化“公开通道”。
该处建立处、科（段）、班组三级公
开网络，把公开内容向生产经营管

理的关键环节深化，向解决企业管
理的难点问题拓展，向维护矿区铁
路和谐稳定领域延伸。针对矿区
铁路点多、线长、面广的工作实际，
铁运处工会规范建立班组微信群，
运用信息化手段把内部市场化考
核日清日结情况等职工关注的重
要信息及时发布。

开启政策，落实“帮扶通
道”。该处建立健全了困难职工
档案，建立了一对一、多对一的
帮扶救助体系。坚持和完善大
病医疗互助、职工互助补充保
险、女职工特殊疾病保险和职工
意外伤害险等互助保障机制。
组织开展“情系一线、关注健康”
职工防暑降温活动，为基层偏远
岗点送去“爱心小药箱”。先后
更换更衣箱、修缮宿舍门窗，解
决饮水难等问题，准备投入64
万元更换职工宿舍衣柜，切实解
决职工生产生活难题。

本报讯 决战脱贫攻坚，医疗
保障奋战在前。在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的最后关键时刻，烈山区“三
个落实”用好医保民生政策“药
方”，为参保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落实应报尽报，减轻群众就
医负担。今年50岁的蒋疃社区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刘某身患恶性

肿瘤、慢性肺心病，高昂医疗费用
一度让家庭陷入困境，烈山区实
施的医保扶贫政策，让一家人又
重新看到希望。今年他多次到
省、市级医院住院治疗，医疗总费
用高达20万元，“三重医疗保障”
为其报销了80%，大大减轻他的
医疗费用负担。“民生工程政策真
是好，我的慢性病，现在在卫生院
也可以报销。”当工作人员询问刘
某健康状况时，他表达了对政府

的由衷感谢。截至10月底，烈山
区健康脱贫兜底综合医疗保障累
计垫付 821 人次，累计金额 15.6
万元。

落实应保尽保，解决群众缴费
困难。家住古饶镇的贫困户孙某
家有三口人，生活负担不小，按照
今年280元的缴费标准，该户应缴
840元的参保资金。烈山区实施
特殊困难群众参保分类资助政策，
政府为其减免750元参保费用，全

家只缴纳90元，切实解决了孙某
一家参保缴费的燃眉之急。截至
11月初,全区医保参保人数已达到
11万人，剔除631人次重复信息后,
需为9470人符合城乡医疗救助政
策的困难群众分类代缴医保费用
（每人250元），代缴总额236万余
元；1253人为全额代缴(每人280
元)，代缴总额35万余元，达到贫困
家庭参保覆盖率100%。

落实惠民政策，提供便民优

质服务。为提高参保患者就医获
得感，避免患者来回跑腿，烈山区
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
助报销资金整合，实行“一站式结
算”。为减轻贫困人口垫资压力，
对贫困人口实施“先诊疗后付
费”，直接办理入院。为更好满足
群众看病就医多样化需求，在各
定点医药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开
通医保电子凭证，为参保群众提
供医保便捷服务。

本报讯 11月17日上午，
我市首场道路运输行业两类
人（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在交通
驾校院内举行。市交通运输
局、市运管中心相关领导到考
试中心现场指导。

据悉，考核采用计算机闭
卷考核方式开展，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考核试题总分值为
100 分，考核合格标准为 80 分
及以上。首批参加考核的共
48人，均为我市道路运输行业

“两客一危”从业人员。来自

雷鸣科化公司的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陈剑 10 分钟完成全部
答题，以满分 100 分的成绩取
得我市第一张“两类人”合格
证书。

通过考核，将进一步提高
我市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
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这两类
关键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
全生产管理能力，促进“两类
人”全面了解、掌握安全管理知
识，提高安全综合素质，增强安
全管理能力，推动我市道路运
输企业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管理水
平和事故防范能力。

本报讯 “今天，该项目的建
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分别按照相
关规定缴纳了2万元和4万元罚
款。这也是今年我市首次在处
理违法运输、处置建筑垃圾案件
时实行一案双查。”11月17日，市
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原来，9月28日22时，市城管
局执法人员黄李、李正洋巡查至

位于濉溪中路西侧淮北碧桂园天
玺工地时，发现该工地内有3辆已
装满建筑垃圾的农用车正在进行
外运，每辆车装载4-5吨。

经查，该项目施工单位组织
农用车运输建筑垃圾，农用车驾
驶员为刘某某等3人。现场，车
辆驾驶员以及施工现场负责人
不能提供淮北市建筑垃圾（工程
渣土）处置许可证。

执法人员当场下达了《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责令立即停止运
输，随后对违规运输的农用车辆先
行登记保存。淮北碧桂园天玺项
目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
行为涉嫌违反了《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10
月12日，市城管局对此立案查处。

经调查取证后，市城管执法
局启动一案双查机制，依法对该项
目建设单位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作出罚款2万元、对该项目施工

单位安徽某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罚款4万元的行政处罚。

“在查处过程中，执法队员对
案件进行全面准确调查，并根据
相关自由裁量规定，结合案件实
际，确定处罚额度，确保处罚合法
合理，既打击了乱倒建筑的违法
行为人，又对把建筑垃圾交给个
人处置的违法施工单位进行了打
击，实现了源头管控目的。”市城
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今后执

法过程中，对违法、违规运输、处
置建筑垃圾的行为，不仅严格处
罚渣土清运单位，还要倒查项目
施工单位的责任，对严重违法行
为和信用记录不良的企业，还将
列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信系
统”黑名单，限制其经营活动。

11月16日，濉溪县公安局临

涣派出所民警深入高皇等社区开

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动。活动

中，民警通过在社区宣传栏张贴和

向居民发放预防电信诈骗宣传单

等方式，告知群众电信诈骗案件的

发案特点、方式以及如何识别，提

醒居民“不轻信、不汇款”，远离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有效提高了群

众对电信诈骗的防范、鉴别和自我

保护能力，切实提升了居民的知晓

率和满意率，为创建平安和谐社区

提供有力保障。

■ 摄影记者 梅月

通讯员 张亚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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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韩惠 通讯员 李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