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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阳经开区上半年签约项目总投资 142 亿
本报讯 今年以来，涡阳经开区将招商引
资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始终坚持以项目支撑
推动经开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1-6 月份，签
约项目 24 个（包括徽商大会签约项目），总投
资 142 亿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涡阳经开区立足经开区功能定位，以“大
招商、招大商”和“走出去、引进来”的招商引资
理念，坚持强化自主招商、主动招商、以商招

商，建立招商台账，周分析、月总结，明确重点
区域、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和重点客商，确保招
商精准发力。以“优环境、强服务”和“马上就
办、办就办好”的为企服务理念，大力实施“一
对一”保姆式服务，建立服务流程清单、管理责
任清单，为招商企业提供全程帮办、限时办结
服务；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人员深入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为企服务一线，积极主动地靠

上服务，跟踪到位、协调到位，全力推进招商引
资服务项目建设。
据悉，1-6 月份，涡阳经开区签约项目 24
个（包 括 徽 商 大 会 签 约 项 目），总 投 资 142 亿
元。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18 个，其中 10 亿元以
上 工 业 项 目 4 个 ，5 亿 元 -10 亿 元 工 业 项 目 5
个。落地项目 14 个，其中落地工业项目达 11
个。
（田静静）

谯城巡查
美丽集镇工程建设
本报讯 为全面推进谯城区美丽
集镇工程建设，谯城区住建委组织建
管、质监和安全人员开展全区美丽集
镇建设暨乡镇政府驻地整治工程的巡
查行动。
此次巡查以实地查看为主、突击
检查为辅，涉及芦庙镇、华佗镇、城
父镇、赵桥乡、双沟镇、十河镇和魏
岗镇等 7 个乡镇。巡查期间，多数集镇
建设工程完成过半，但也存在一些施
工、监理单位关键人员不能在岗在
位、未严格按规范标准施工、施工存
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巡查组下发质量
整改通知单 6 份、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
6 份，约谈施工、监理企业 5 家。
该委将继续加大美丽集镇建设巡
查力度，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全面推进工程进度，助力秀美谯城集
镇建设。
（杨东超 熊炜）

互查扶贫信息
7 月 15 日，在谯城区牛集镇宋庄村连庄 2016 年已脱贫户
吴慧敏家中，由该镇派遣的村级互查组对该户基本信息进行
逐项核实。
连日来，该镇抽调人员成立 15 个互查组，对 15 个村的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互查。通过两天
的督查，各村查缺补漏，制定整改措施，进一步提高了全镇扶贫攻坚入档数据的准确性、真
实性和有效性，为实现全镇 824 户贫困户全面脱贫打下坚实的基础。
武清海 摄

在县区

对全体人员利用动员会集中培训，结合实际
情况，通过具体案例展开讲解；提高能力分
层次培训。对审计组长、主审、主要审计成
员进行分层培训，主要学习审计程序和审计
法律文书、审计文本的制作等参考格式，提
高审计实践能力。
张浩

的控制，落实资金的支付进度，确保完成市、
县年度目标考核任务。蒙城县交通运输局、
县公路分局、各业主项目办、国省干线工程、
农村道路畅通工程、农村公路危桥改造等项
目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检测单位主要负责
人及技术负责人参加会议。
魏放

蒙城二院召开“讲重作”专题警示教育动员会
近日，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召开“讲政
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警示教育动员会，
传达学习市、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推进会暨“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
专题警示教育动员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医院
专题警示教育工作。
会议要求全院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要以中央纪委查处的陈树隆、杨振

超、周春雨案件以及发生在身边的违纪违
法案件为反面教材，要充分认识开展“讲
重作”专题警示教育的重大意义，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和“党员活动
日”制度，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
王化杰 楚朋朋

坛城镇推进平安建设 实现信访件件有落实
近年来，蒙城县坛城镇始终把“维护社
会稳定”作为第一责任，在加大宣传、加大
信访案件依法处理和矛盾纠纷的排查化
解、加大重点整治和打击、加大群防群治、
加大经费保障上下真功夫，保障了群众安

居乐业。
统计显示，仅今年以来，该镇发放平安
创建倡议书 2 万余份，宣传手册 12000 余份，
实现信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孙进军 张振堂

涡阳公路分局开展“三下乡”活动
7 月 14 日，涡阳公路分局组织工作人员
组成“三下乡”服务队先后来到高炉镇杨楼
村和蔡楼村，积极开展科技、卫生、文化“三
下乡”活动。此次活动，该分局搭设政策咨

本报讯 近日，蒙城县民政局召开
全县福利养老机构防汛、防暑、安全管
理专题会议。
会议要求各福利养老院要密切关
注天气变化，扎实做好防汛、防暑工
作，排查院内排水设施是否通畅、房
屋有无漏雨、食堂内食品有无霉变
等，增加绿豆汤、西瓜等防暑食品，
防止因高温天气引发老人中暑和各类
安全事故发生。加强应急值守，汛期
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巡查制度，院
长要亲自上岗带班，保持通信畅通，
发现问题要第一时间汇报，确保防
汛、防暑工作不出差错。
(王晓燕)

排查液化石油气经营户

蒙城县召开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
近日，蒙城县召开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推
进会，通报了上半年交通重点工程项目开展
情况和存在问题，安排部署下半年交通重点
项目建设工作。
会议要求交通重点工程项目各参建单
位要着力抓好工程质量的监管和项目进度

部署防汛防暑工作

立仓镇

蒙城县审计局村级审计培训形式多样
蒙城县审计局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对
参加村级审计的人员进行培训。
审计试点以审代训。抽调审计骨干指
导参审人员实施试点审计，结束后把培训人
员安排到各个审计组担任主审，全面开展审
计；以案讲解集中培训。安排专业审计人员

蒙城县民政局

询台 1 个，悬挂宣传横幅 1 幅，发放安全知
识宣传单 100 余份，解答群众咨询 40 余人，
并为贫困户送去花生油、绿豆等生活慰问
品。
张曙光

本报讯 近日，蒙城县立仓镇组织
安监、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对辖区内
液化石油气经营户全面排查。
通过排查，该镇发现并取缔一家
“流动加气站”。该加气站通过不法渠
道，从周边县区违规购进大罐液化石
油气，采用流动方式走村入户充装小
罐。执法组依法查获并上报销毁大罐
16 只，对当事人给予行政拘留，在辖
区内形成较大震慑。
（陈铮）

城西街道开展移风易俗活动
近日，涡阳县城西街道文化站、文明
办等部门联合举办“树新风、我践行”移
风易俗活动。活动号召党员干部和广大群
众积极参与，除陋习、树新风，传递新风

新俗正能量，积极推动移风易俗活动向农
村深入，向每一个家庭深入，倡导文明节
俭、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
王明

涡北街道摸底留守儿童信息
日前，涡阳县涡北街道民政办召开调
查问卷培训会。会议详细解读留守儿童清
理摸底调查对象及范围、调查程序、工作
要求等，要求各社区调查员深入组户，逐
人、逐户进行调查问卷填写，严把留守儿

童调查问卷质量关。目前，留守儿童清理
摸底工作已进入系统录入准备阶段，为做
好公共卫生服务及妇幼健康民生工程打下
基础。
席广华

曹市镇切实发挥文化阵地作用
今年以来，涡阳县曹市镇充分发挥文化
站的阵地作用，镇文化站坚持每月至少对外
开放 26 个工作日，邀请文化爱好者到文化
站参加活动，进行文艺演出，组织群众到农

家书屋读书看报学习与农业相关的技术知
识。此举真正让文化惠民民生工程落到实
处。
王艳

十八里镇做好扶贫资金“一卡通”发放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扶贫资金“一卡通”发放
工作，谯城区十八里镇财政所将贫困户的基
本信息与惠农补贴“一卡通”系统进行核对

和增添，核对信息的同时简化手续，以扶贫
办提供信息为准，确保贫困户在惠农补贴一
卡通系统中信息准确。
刘晓广 怀家昌

观堂镇把千个公益岗位安排给贫困户
近日，谯城区观堂镇党员干部进村入
户，调研摸排，将水塘看护员、清洁监督
员、光伏看护员、护林员、护路员等 1071
个公益性岗位全都给了贫困户，让贫困户

在家门口有工作能挣钱。不少贫困户感激
地 说: “ 公 益 岗 位 让 我 们 脱 贫 有 希 望 了 。”
苏士领 祁伟

五马中心卫生院为预服兵役人员免费体检
7 月 13 日，谯城区五马中心卫生院联合
五马镇政府，在五马中心卫生院为今年征兵
对象做入伍前预体检。该院安排专业医师

为他们进行心电图、血压等检查，为今年该
镇征兵工作作出贡献。
任海红

魏岗中心卫生院开展“我要帮扶”工作
谯城区魏岗中心卫生院按照区卫计委
和镇委、镇政府的要求,开展“我要帮扶”工
作，全院 50 名党员干部职工自愿帮扶了 60

户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此举措为脱贫攻坚
工作奠定了基础。
杨春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