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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辛县“三走进”开展征兵宣传
本报讯 连日来，利辛县充分运用媒
体优势大力宣传兵役法规和征兵优惠政
策，使征兵宣传切切实实走进农村，走进
学校，走进街道。
近年来，有些地区出现了“当兵冷、征
兵难”的现象。今年征兵工作开展后，利
辛县委县政府、县武装部高度重视此项工

作，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宣传、教育、
卫生、公安等相关单位紧密结合，充分运
用广播、电视、微信等传媒优势开展宣传，
县武装部利用城区繁华地段的 LED 显示
屏循环播放征兵宣传口号和征兵政策；在
街道、重点学校、社区及重要场所悬挂征
兵宣传标语，使征兵宣传家喻户晓，征兵

政策人人皆知。全县上下形成了“多位一
体”的征兵宣传平台。中疃镇、孙集镇、汝
集镇还利用书香村居活动入村宣传征兵
政策，广大村民在聆听书香宣讲的同时，
还深刻了解新的征兵优惠政策，从而有力
地促进了全县征兵工作的顺利开展。
（刘杰 黄金标）

关爱送给“中国好人”
5 月 16 日，涡阳县人武部、民政局、双拥
办工作人员一行深入到石弓镇西关村王爱
民家中走访慰问。
退伍老兵王爱民，20 多年如一日义务看
守革命烈士墓，先后被评为“亳州好人”、
“安
徽好人”和“中国好人”，受到社会各界人士
尊重和敬仰。
张纯洁 摄

环保督 察

在行动

视频监控
给力利辛环保监管
本报讯 为加强对重点排污企业全天候的监
控，特别是对中央环保交办件整改情况的监管，
利辛县建立了视频监控体系，24 小时不间断实施
监控。截至目前，环保监控安装了 20 个点位,30
个摄像机，目前已全部上线,监控企业 19 个，全部
纳入视频数据平台，开展统一监控，形成集投诉、
监控、取证、处理为一体的污染防控体系。
除了加强对重点排污企业的监控以外，该县
同步启动城区 811 个监控探头，对重点路段、重
点区域的渣土车、商砼车、垃圾清运车进行监
控，实现环境监管无盲点、无死角。同时乡镇
村 8295 台摄像头正在安装调试中，6 月底可以完
工并投入使用。投入使用的视频数据平台兼顾
治安、环保等多项功能，实现监控的信息化和
监管的数字化。
（李轩 卞士城）

■“三夏”进行时

蒙城县国土局

观堂镇

对群众投诉窑场进行约谈

未雨绸缪抓禁烧

本报讯 近日，蒙城县国土资源局在接到中
央第四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后，迅速行动，
对群众投诉严重污染环境的马集镇两座窑场进
行了约谈。
5 月 11 日，县国土局有关负责人约谈了马集
镇两座窑场负责人，指出当前窑场现状及存在环
境污染问题，以及煤矸石及粘土压占耕地行为，
要求两窑场停产整改，严格按照环保部门整改要
求，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按照整改时限和标准
整改到位；对窑场压占耕地行为，要求两窑场限期
内将地上堆放的煤矸石（土）等压占物清理完毕，
并对土地进行复垦，达到耕种条件。 （万伟）

本报讯 谯城区观堂镇认真总结往年
秸秆禁烧工作经验，早宣传、早动员、早部
署，
确保今年午季不冒一缕烟，
不着一处火。
该镇通过在集镇、村庄、路口悬挂秸
秆禁烧宣传横幅，维修高音喇叭，组织禁
烧宣传车，有效强化秸秆禁烧宣传。还对
多台联合收割机、切抛机、播种机进行提
前维修及保养，并备足多台灭茬旋耕机、
喷灌机，做到防患于未然。
（苏士领 韩慧子）

十河扎实开展精准扶贫回头看
谯城区十河镇扎实开展精准扶贫回头看
工作，严格按照建档立卡识别标准，对所有贫
困户进行一次全面、细致“回头看”，对发现的
问题及时修改，挤出水分、查漏补缺、找准对
象，完善各项数据，做到表、卡、册、系统与农
户信息一致。对所有农户逐户调查家庭基本
情况、家庭经济状况、生产生活情况等，进行
全面梳理核查，掌握全面、真实、准确的信息，
把符合条件的全部纳入进来，不符合条件的
坚决退出。
卞红飞

拂晓中心小学举行
“让溺水远离校园”承诺签字仪式
5 月 17 日，谯城区拂晓中心小学两千多名
师生在学校操场，共同参与“让溺水远离校园
让平安幸福一生相伴”
承诺签名仪式。仪式上，
相关人员阐述了防溺水的重要意义、遇到溺水
事故的救护措施及注意事项。随后，全校师生
分批在横幅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全体
学生签订
“防溺水安全倡议书”
。
朱朝亮

十河镇卫生院开展
防治碘缺乏病宣传
5 月 15 日是第 24 个“防治碘缺乏病日”，
谯城区十河镇卫生院周密部署、精心安排，深
入开展防治碘缺乏病宣传，以展示图片、现场
咨询、发放宣传单向过往行人进行宣传，让更
多的人认识碘缺乏病危害，促进防治工作的
开展，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碘缺乏病工作的
社会氛围。
宋文祥

淝河卫生院开展
贫困人口免费健康体检
近日，谯城区淝河卫生院为辖区内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免费健康体检。该院抽调专业
医护人员，成立健康体检小组，并加强业务能
力培训，确保体检工作质量。此次健康体检为
该镇健康脱贫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闫坤

《谯城年鉴 2016》在全省年鉴评比中获奖
本报讯 日前，第三届全省年鉴编纂
地方志学会联合举办，旨在贯彻国务院
出版质量评比活动圆满结束。由谯城区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
人民政府主办、区档案局（史志办）编纂
2020）》和《安徽省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
的《谯城年鉴 2016》、在评选中脱颖而出， （2016—2020）》精神，检阅全省年鉴编纂
荣获综合类二等奖和专项类框架设计奖
成果。全省共有 57 部省、市、县（市、区）
两个奖项。
年鉴和专业年鉴参评。
此次活动是由省地方志办公室和省
（颜庭义 王艳芳）

涡阳县司法局开展
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蒙城县扎实解决
五保户看病问题

5 月 13 日，涡阳县司法局一行 15 人，到
马鞍山监狱接受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此次
活动是开展“两学一做”、党风廉政警示教
育和反腐倡廉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旨在进一步夯实干警的党风廉政和反腐倡
廉思想政治防线，警钟长鸣，净化心灵，
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此次警示教育，使受
教育者真正入脑入心，自觉筑牢拒腐防变
的思想道德防线，更好地完成司法行政各
项工作。
程杰

近 年 来 ，蒙 城 县 民 政 局 始 终 围 绕“ 解 民
忧、解民难、解民困”的工作思路，严把申请
关、审核关和资金发放关，扎实做好城乡医疗
救助工作，重点解决五保户看病问题。该局
为全县 6314 名五保户代交 2017 年参合资金
94.71 万元。将门诊救助封顶线由 2000 元提
高 到 10000 元 ；将 五 保 户 住 院 救 助 标 准 由
10000 元提高到 20000 元。做好五保户看病
报销剩余部分的兜底保障工作。1-5 月份，
共救助 127 人，救助资金 15.27 万元。吴胜

义门镇开展
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活动

临湖镇体育活动丰富多彩

近日，涡阳县义门镇联合国元保险公司
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活动。在全镇各
村设立宣传点，制作了宣传展板 100 余块，
挂置宣传横幅数百条；同时，在村级政务
公开栏以及醒目的地方张贴宣传画，营造
良好的宣传政策性农业保险舆论氛围。进
村入户到田间，面对面向农户宣传政
策，讲解农业保险业务流程、理赔程序
及标准等，重点介绍农民参加农业保险
的好处、如何投保、在合同期内发生灾害
如何获得理赔等相关知识，广泛宣传这项
民生工程。
王涛

双沟镇文化民生工程
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谯城区双沟镇突出抓好送戏下乡文艺
演出和农村电影放映文化民生工程。该镇
完善工作机制，健全制度，明确目标；制定了
年度演出和放映计划，严格演出放映流程，
合理安排场地、场次，确保工作按序时进度推
进，为方便更多群众集中观看演出，该镇利用
传统节日、节假日等安排放映演出，重点在敬
老院、企业、群众集中居住点进行，到目前，全
镇文艺演出、电影放映 100 多场次。申从珊

近日，涡阳县临湖镇从偏僻的村庄到繁
华的集市，每天清晨到傍晚，都能看到群众自
发进行体育锻炼。该镇体育爱好者队伍不断
壮大，村级文化大院、文化广场等场地基本完
善，给镇村居民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空间，文化
民生工程工作和体育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
得到了全镇老百姓的一致称赞。
董涛

蒙城二院开展
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
5 月 16 日，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召开预
防职务犯罪暨警示教育大会，深入开展党风
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院 210 名党员干
部和重点岗位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结合职务犯罪的概念、医疗卫生系
统职务犯罪的特点，分析了职务犯罪的主客
观原因，列举了安徽省卫计系统近几年来职
务犯罪的典型案例，要求全院职工特别是党
员干部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家
卫计委“九不准”，结合当前开展的“两学一
做”、
“ 讲看齐、见行动”学习教育，进一步推
进党风廉洁建设，增强干部风险意识和廉洁
从业意识，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职务犯罪，真
正筑牢防腐、防贪、防变的思想防线，永葆廉
洁自律之心。
王化杰 楚朋朋

蒙城公路分局加大路面养护力度
连日来，蒙城公路分局不断加大对国省
干线公路养护保洁力度，路容路貌和通行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干线公路扬尘治理取得成
效。目前，处理路面病害 6800 平方米，路面
灌缝 17800 米，清扫机械、扫水车累计 160 台
班，养护人员 1200 工日。
张旭

漆园街道反邪教宣传进村入户
近日，为巩固“无邪教创建”成果，蒙城县
漆园街道采取多项措施提高群众反邪教知识
知晓率。该街道创新宣传方式，采用全方位、
多渠道、多层次的方式，依托短信平台、qq、微
信、电子屏、村村通广播、宣传单等形式宣传
邪教的危害、本质等。结合当前精准扶贫“大
走访”行动，组织人员对辖区群众进行面对面
培训，还成立督查组，不定期进村入户抽查，
了解工作成效。
王浩

蒙城一院举办护士节演出活动
5 月 12 日，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举办了
“庆祝 5·12 护士节”暨急救技能大赛颁奖演
出，全院的白衣天使们度过了一个特别的节
日。演出现场，医护人员自编自演了大合
唱、爵士舞、情景剧、诗朗诵、小品、歌曲
等 10 余个文艺节目，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多彩，活动现场还为“急救技能大赛获奖
选手”颁奖。该活动展现了全院护士积极向上
的良好精神风貌。
魏祥利

大型义诊活动惠群众
5 月 12 日，由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蒙城
县第二人民医院、蒙城县中医院三家医疗卫
生单位，在圣人殿广场共同举办主题为“健
康 中 国 科 普 助 力 —— 庆 祝 5·12 国 际 护 士
节”大型义诊和健康咨询活动。此次义诊主
要是为群众进行疾病咨询和健康教育，并帮
助群众测量血压、血糖，根据测量的结果有
针对性地提出建议。此次义诊活动，使广大
群众对健康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增强了健
康管理意识。
魏祥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