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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一个人在家，
岁数大不说，腿脚也不好，要不
是你们上门来帮我缴医保钱，
我一个人真不知道怎么弄好。
真是谢谢你们了。”日前，杜集
经开区罗里村村民徐钦于说
道。徐钦于今年83岁，家人在
外务工，在医保缴费工作开展
后，罗里村党员志愿者主动上
门，顺利帮他解决了医保缴费
问题。

在杜集经开区，志愿者上
门帮助不便群众缴纳医保费用
的情况时常出现。自 10 月份
医保缴费工作启动以来，杜集
经开区党工委超前谋划，周密
部署，针对农村人员结构复杂、
老年人较多等特征，提前组织
人员摸排，分类施策，制定医保
收缴措施。

“医保缴费工作开展以来，
我们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方
法，对年轻人我们通过前期宣
传，引导他们用电子渠道支付；

对老年人及一些不便使用电子
缴付的群体，依托党员志愿服
务队伍挨家挨户上门收取现金
代为缴纳，全力做好医保缴费
工作。”罗里村党支部书记陈云
峰介绍说。

据悉，杜集经开区依托 5
个村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伍，50
余名党员，已精准入户帮助百
余名老年人及特殊群体顺利完
成医保缴纳工作。

“现在党的政策好，专门
为我们老年人开了老年绿色

通道，先给我们办。还手把手
教，搁手机上就缴了。学会以
后出去也方便了，不用带零钱
了。”在孙庄村医保收缴窗口，
来缴费的村民谢庆平高兴地
说道。孙庄村针对老年人专
门开辟了绿色缴费窗口，对部
分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手把
手教学，以便让老年人跟上社
会发展节奏，帮助他们跨越发
展带来的“数字鸿沟”,尽享

“数字红利”。
截至目前，通过电子支付、

现金代收代缴等方式，杜集经
开区已完成医保缴费8663人，
医保收缴工作正稳步有序推
进。

近年来，杜集经开区党工
委坚守初心使命，带领各基层
党组织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
从小事做起，在服务中不断细
化、深化，全面解决好与群众生
活息息相关的各类问题，帮助
他们跨越“鸿沟”，安享“红利”，
不断增强辖区内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

本报讯 三尺讲台迎冬
夏，一支粉笔绘春秋。日前，淮
北卫校举办“三尺讲台守初心，
立德树人勇担当”专题党课，进
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相关教育重要
讲话精神，筑牢党员干部及党
员教师的政治思想防线，进一

步明确教育是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

专题党课回顾了党的光辉
历史，增强了党员的荣誉感；强
调党员教师要坚定信念，把好
思想总开关，提高思想觉悟，提
升思想境界。以立德树人为出
发点，激励大家做甘于奉献、锐
意进取、守初心使命的教师。
爱岗敬业是一种态度，是一种

精神，更是一种境界，要倍加珍
惜自己的工作，并抱着知足、感
恩、努力的态度，扎扎实实地工
作；只有爱岗才会敬业，只有爱
岗敬业才会无怨无悔无私奉
献。

淮北卫校负责人介绍：教
师要有信仰之心、敬畏之心、
仁爱之心。师者应不忘信仰
之心，作为人民教师，对教育

的信仰乃是教育健康发展、教
师幸福成长的魂之所系；师者
应不忘敬畏之心，教师在各方
面不仅是学生的楷模，更应是
社会上人们效法的表率和榜
样；师者应不忘仁爱之心，对
学生关怀备至，教育不止是知
识的传承，更是心灵的碰撞、
感情的共鸣，有爱的教育才有
生命力。

与会党员结合学校中心
工作和岗位实际分别作了学
习交流发言。党员们纷纷表
示，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这个立德树人的初心使
命，要身体力行，学以致用，把
知识技能和学习感悟与实际
工作有机结合，立足本职、奋
勇前行，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本报讯 11 月24 日上午，市
体育馆内，安徽天元和濉溪两支
篮球队的运动员们正同台竞技，
展开激烈对抗。扎实的基本功，
巧妙的传球，精准的投篮，默契
的配合，使得场上比分交替上升。
当天，安徽省篮球省市县三级业
余联赛淮北市选拔赛进入到第六
个比赛日，多支篮球队展开角逐。

此次市级选拔赛由市文旅体
局主办，比赛从11月19日持续至
11月26日，10支参赛队伍均来自

各县、区推荐的篮球三级联赛成绩
优异队伍，比赛执行中国篮球协会
最新审定的《篮球规则》和解释。此
次市级选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比赛分两组，每组5支队
伍进行单循环，取各小组前两名进
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比赛为交叉
赛，小组前两名交叉胜队进入总决
赛，负队进行三、四名决赛，小组
三、四名交叉决出五至八名。

据了解，比赛第一名作为种
子队，和从其他参赛队伍中补充
的技术突出队员，将代表我市参
加安徽省篮球联赛总决赛。

杜集经济开发区服务困难群众从小事做起

党员志愿者帮助老人解决医保缴费窘境

三尺讲台守初心 立德树人勇担当

淮北卫校举办专题党课

省篮球省市县三级业余联赛
淮北市选拔赛激战正酣

本报讯 11月30日，淮北市
聋儿语训中心举办第 36 期听障
儿童家长培训班。

听障儿童家长培训，每季度
举办一期，每期集中一天时间向
家长们教授不同主题康复知识，
旨在充分发挥家长在康复中的重
要作用，指导他们掌握简单实用
的家庭康复训练方法和技巧，以
保持听障儿童语言康复训练的长
期性和可持续性，巩固和提升听
障儿童的康复训练效果。

本次培训有市聋儿语训中心
青年教师讲授的《花开有期——
家庭康复知识与经验分享》《花开

有声——听觉口语法》，还邀请了
人工耳蜗安徽技术服务中心工程
师、听力师作了题为《家庭康复中
的关键策略》的讲座，具有较强的
针对性、操作性和指导性。现场，
为了让每一位听障儿童家长都理
解和掌握训练内容及具体训练方
法，家长们还在老师的指导下进
行了实际操作，反响良好。

该中心主任丁淑丽告诉记
者，组织此次家长培训班是为了
使听障儿童家长明白家庭康复训
练的重要性，掌握基本的家庭康
复技能与方法，让家长树立康复
信心，使孩子在市聋儿语训中心
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下，早日全面
康复回归主流社会。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获悉，11 月 30 日，市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组织开
展交通运输市场秩序专项整
治工作，一天之内查获 8 台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网
约车经营车辆。

据悉，此举是我市交通
部门为落实安徽省安全生
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安徽省非法违法道路运输
行为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
通知》《安徽省“1+11+N”安
全生产专项治理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及《安徽
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
局安徽省公安厅交通警察
总队关于建立打击非法违
法道路运输行动常态化联
合执法的通知》要求，进一
步提升执法效能，严厉打击

各类道路运输和通行秩序
违法违规行为，保障人民群
众出行安全。

依据有关规定，执法人
员现场对该车辆进行了证据
保存。根据《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以上未取得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
车经营活动行为的车辆，将
被处以 1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罚款。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驾驶
员，网约车并不是大家想象
的门槛极低、没有任何限制
条件、没有任何部门进行监
管的“低投入、高收入、来钱
快”的暴利行业。我市对网
约车有严格的要求，在网约
车平台公司、车辆资质、驾驶
员资格未完善和达标之前，
请各位达不到标准的私家车
主，不要再继续从事营运服
务，不要再来“撞枪口”。

本报讯 12月4日是国家宪
法日，12 月 1 日-7 日是全国“宪
法宣传周”。11 月 30 日下午，海
宫社区开展“让宪法走到群众身
边，走进群众心里”主题普法活
动，大力推动《宪法》进社区，推进
多领域法治宣传教育，形成全社
会学习宣传《宪法》的氛围。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活动
中，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辖区现场
向居民讲解了《宪法》相关知识，
让居民们了解宪法、掌握宪法，增
强宪法观念，树立宪法权威。并
通过讲解实际案例，增强社区居
民的法制和法律意识，自觉学法、
守法、用法，当自身权益受到侵犯
时，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
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

全书”，它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宣传活动过程中，社区工
作人员还向居民讲解《民法典》编
撰的意义和新增与居民息息相关
的各类条文，例如人格权、居住
权、离婚冷静期、继承人宽恕制
度、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等等。
并向居民分发《人民调解法》《未
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
法》以及防电信网络诈骗等宣传
材料80余份。

海宫社区通过此次普法宣传
活动，让《宪法》走到群众身边，走
进群众心里，也让群众认识到《民
法典》对自身利益保护的重要意
义，提高群众遵法、守法、找法、靠
法的意识和能力。

本报讯 近日，淮北铁塔
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到市档案
馆、市城市展示馆参观学习。

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向参观
党员介绍了淮北市的悠久历史
及历史名人故事。城市展示馆
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城市建

设的沧桑巨变、城市发展成果
以及总体趋向。淮北铁塔员工
们认真听讲解、看规划、观发
展，从繁华的古相城到如今的
生态美城，我市经历了历史的
沧桑巨变，展现出新时代的勃
勃生机。当看到数字信息的建
设成果出现在城市展示馆时，
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深受鼓舞，

表示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立足本职岗位，为推进中国碳
谷·绿金淮北建设、打造智慧城
市淮北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参观学习，全体党员
干部职工加深了对我市人文历
史、发展成就、美好前景的了
解，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激
发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的热情。

本报讯 近日，烈山区青谷
小学开展反家暴宣传教育活动,
对家庭暴力说“不”。

记者了解到，该校围绕“拒绝
家庭暴力 呵护美好生活”活动主
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和帮助未成
年人认识家庭暴力的危害性，提
高学生自我保护意识，营造浓厚
的校园宣传氛围。同时，组织教

师学习反家暴法律知识，增强教
职工的法治意识。以班级为单
位，召开反家暴主题班会，班主任
则通过 PPT 课件、视频、图片等
形式，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家庭暴
力，如何防止家庭暴力，遇到家庭
暴力如何求助。另外，该校发放

《致家长的一封信》，在班级微信
群发布反家暴法律知识，“小手拉
大手，一起反家暴”让家长参与反
家暴宣传，提高了家长对反家暴
的认识。

对家庭暴力说“不”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一天内查获

8台违规网约车

市聋儿语训中心举办
听障儿童家长培训班

本报讯 11 月 16 日晚上 10
点左右，濉溪县公安局孙疃派出
所接到 110 指挥中心指令，称一
名群众骑电动三轮车回家途中不
慎翻入路边土沟内，腿部被卡，需
要救助。

接报后，值班民警立即赶
往现场，途中与被困人员保持
通话，以便在最快的时间内找
到被困人员具体位置。由于被
困人员所处位置比较偏僻且天
黑难以辨认，给民警的搜救工
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民警
始终没有放弃，在被困人员所
处位置附近进行地毯式搜索，
终于成功找到被困人员。与此

同时，同样接到被困人员家人
报警的南坪派出所民警也赶到
现场，大家齐心协力将被困人
员从车厢中救出并立即送往医
院。由于救治及时，被困人员
并无大碍。

就在孙疃派出所民警准备回
所时，再次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
又有一辆三轮车翻入孙疃镇另一
处土沟内，请民警迅速前往救
助。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民警又
迅速驱车前往现场，再次将第二
起掉入土沟的伤员和车子从土沟
内救出。

警方提醒：夜间行车需注意
安全，尤其是途经土沟、窄桥、转
弯等地时，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
发生意外。

本报讯 “快点来救人，救
人啊！”11月30日晚，淮北火车
站派出所民警接到紧急求助电
话。求助人告诉民警，自己是
濉溪县铁佛镇人，当晚和同行
的老乡在淮北火车站候车，准
备乘坐K1049次列车到杭州去
打工。两人正说着话，老乡突
然从座位上摔倒了，不省人事。

接到报警后，民警章炯磊

立即带领辅警赶到现场。到达
现场后，民警看到这名旅客倒
在座位下，不停地往外吐着白
沫。民警拍了拍旅客试图叫醒
他，但是旅客没有任何反应。
民警当即通知车站值班员广播
寻医并同时拨打 120 急救电
话。约半分钟后，防疫部门的
工作人员带着血压仪赶到，民
警在防疫工作者的指导下，将
旅客的头部扳到一侧，保证呼
吸通畅并配合防疫工作者测量

血压。防疫工作者表示需要等
待120送去医院救治。

救护车到来后，民警帮急
救人员通过绿色通道将乘客抬
上救护车。幸运的是，该名旅
客由于及时救治已经脱离危
险。

三轮车接连掉入土沟
民警深夜紧急救助

淮北铁塔组织员工参观市档案馆和城市展示馆

感受城市巨变 激发创业热情

醉酒旅客昏迷不醒 众人合力救助

《宪法》宣传
走进海宫社区

12月1日，红黄蓝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淮北交警二大队参加“122”

交通安全小课堂，学习道路交通安全知识。交警向孩子们讲解了步行、乘车等方面的交通

安全知识，同时教育小朋友当好交通安全监督员，监督父母长辈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 摄影 记者 梅月

进警营 学交规

■ 记者 刘露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崔娟娟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陈烨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王妍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张思伟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张强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张习

■ 通讯员 蔡明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王玉洁

■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梁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