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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的孩子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深圳狮子会华汉服务队为黄桥小学捐赠 8 万元
本报讯 11 月 23 日上午，在利辛县新张
集乡黄桥小学举行了一场“童心童行 爱心助
学”捐赠仪式，深圳狮子会华汉服务队向黄桥
小学捐赠了价值 8 万元的教学一体机等教育
教学设备。深圳市怡德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利辛县教育局、利辛县新张集学区中心校、富
源村有关单位以及该村村民代表、黄桥小学
全体教职工参加了捐赠仪式。
据了解，深圳狮子会华汉服务队队长杨
春照是利辛县新张集乡富源村丁小庙庄人，
20 多年前到深圳发展，如今是深圳市怡德隆
建设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年来与狮子会
队员一道在全国各地多次参加敬老、助学、
扶贫、帮困等爱心公益活动。2017 年开始为
家乡的黄桥小学奉献爱心，其中 2020 年 11
月，为黄桥小学捐赠留守儿童之家一间，幼
儿园基础设施、体育器材等价值 7 万余元的
物资，受到当地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好评。
今年，杨春照再次带领深圳狮子会华汉服务
队的队员们以及部分爱心人士，捐赠校服
118 套、教学一体机一套及黑板等物资，共
计 8 万元。
捐赠仪式上，利辛县新张集学区中心校
校长刘少华首先致欢迎辞，利辛县教育局党
工委委员、总督学戴春明表示，希望新张集学

利辛县

积极推动职业病
危害项目申报工作
本报讯 近日，为进一步推进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工作，利辛县卫健委开展申报项目
培训，现场督促指导医疗卫生机构申报放射
危害项目,增强用人单位申报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对于未依法依规开展危害因素申报工作
的，该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将依法依规进行执
法监督检查，从而切实维护劳动者职业健康
权 益 ，促 进 企 业 合 法 合 规 运 营 ，长 期 健 康 发
展。下一步将积极与工商、税务、工信等部门
联系，获取相关部门掌握的企业信息， 进一
步摸清辖区内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
位，确保应报尽报。
（王悦）

利辛县

召开重点寄生虫病
监测工作培训会
本报讯 日前，在利辛县疾控中心四楼会
议室召开 2021 年利辛县重点寄生虫病监测工
作培训会。会议总结了利辛县重点寄生虫病
防 治 规 划（2016-2020 年）工 作 经 验 、存 在 问
题，以及明确下一步防治工作重点。同时部
署 2021 年监测任务，讲解了 2021 年全县肝吸
虫病和土源性线虫病监测方案，以及对监测
数据录入与管理方法进行培训。通过本次培
训，各监测点工作人员掌握了现场监测的采
样方法和流程，提高对重点寄生虫病的防治
意识，为顺利完成监测任务打下良好基础。
（王悦）

纪王场乡

环保站污水整治见成效
本报讯 为推进利辛县纪王场乡生态文
明建设，近日，该乡环保站着重治理农村生活
污水，对污水直排问题进行整治，根据实际情
况与各村书记、河长探讨解决方案，并对各村
直排问题进行督察。对居民进行水环境环保
知识宣传，提高居民环保意识，有效切合实际
解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目前永丰社区
李园庄污水处理设施已建成。
（徐玉萍）

利辛县市场监管局

开展节约型机关
创建检查
本报讯 近日，利辛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对办公场所开展节能减排工作情况进
行检查。检查按照全县关于节能节电相
关要求，对办公照明是否采用自然光、
空调是否开启、电脑等办公设备是否及
时关闭等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号召全局
干部职工，积极投身节约型机关建设，
自觉主动做到节约用水用电，杜绝白昼
灯、长明灯、无人灯，1 月 1 日前原则上
不使用空调。
（赵勇 陈凯）
捐赠现场
区一定要用好捐赠的设施，来报答社会的关
心关爱。杨春照介绍了此次捐赠的情况，希
望通过此次捐赠活动，能让家乡更多的学子
增强奋进的力量，将来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孩子们都能做一个心中有爱、眼里有光的人，

并表示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家乡的教育事
业。学生代表表达了感恩之情和将努力学习
回报社会的决心。学生们还表演了丰富多彩
的节目。
（刘少华 卞士城 王亚彬）

利辛县开展公共场所疫情常态化防控监督检查
本报讯 近日，利辛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对辖区宾馆酒店、浴池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情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此次重点
检 查 宾 馆 酒 店 、浴 池 公 共 场 所 的 通 风 、消
毒、从业人员卫生知识培训、疫情防控相关
知识宣传，以及出入人员扫码登记、体温测

量、口罩佩戴等相关工作落实情况。针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卫生监督人员现场耐
心进行指导并落实整改措施，要求相关单
位认真履行疫情防控职责，严格执行疫情
防控相关规定，确保利辛人民健康安全得
到保障。
（王海龙 赵兵）

利辛县发出首张低风险
“告知承诺制”
食品生产许可证
本报讯 日前，安徽利丰面业有限公司
通过告知承诺方式，顺利取得《食品生产许
可证》。这是利辛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
《安徽省低风险食品生产许可告知承诺管
理办法（试行）》，发出的第一张低风险“告

知承诺制”食品生产许可证，此举不仅简化
了审批流程，而且大幅压缩了食品生产许
可法定时限，有利于企业更快投入生产，促
进经济发展。
（蔡明伦 陈凯）

利辛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扫黑除恶斗争
本报讯 今年以来，利辛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立足信用建设、食品药品安全、打假治
劣，多措并举强化源头治理，深入推进常态
化扫黑除恶斗争，对学校食堂、药品药材、

新冠疫苗质量、猪肉产品市场等进行了专
项整治，严厉打击资质不全、假冒伪劣、非
法购进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行
为，立案查处食品药品案件 330 件。
（陈凯）

利辛县中医院成功开展白内障超生乳化+人工晶体植入术
本报讯 日前，利辛县中医院眼科顺利
为一患者开展白内障超生乳化+人工晶体
植入术，标志着中医院眼科发展进入了快
车道。
丁某某，女，86 岁，渐进性视物模糊 5
年，加重 1 年，使原本身体还算硬朗的老人

行动不便，需要家人照顾。因老人年岁已
高，给手术带来了困难和不确定性。经过
周密准备，该院在上级医院专家的指导下
成功为老人实施了白内障超声乳化+人工
晶体植入手术后，老人视力明显好转。
（马超）

利辛县召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培训会
本报讯 近日，利辛县疾控中心和卫生
监督所组织召开放射卫生管理暨职业病危
害项目申报工作培训会。
会上，相关负责人要求各放射诊疗
单位应提高认识，积极开展放射诊疗单

位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并采取有
效措施预防、控制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
素，切实保障放射工作人员、患者和受
检者的健康。
（赵冰 王海龙）

城关镇五一社区开展“一月一课一片一实践”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近日，利辛县城关镇五一社区
第二党支部开展“一月一课一片一实践”主
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和部分退休老党员
参加。
第二支部书记传达了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省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并立足分

管社区残联、妇联、工会等 10 余年的工作经
历，现身说法讲述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微型党课，会议还组织观看了警示育片《被
公诉的“公诉人”——吕明严重违纪违法案
件警示录》和初心小课堂第 19 期《预防应对
突发事件基础知识简介》。
（康灿阳）

利辛县

对民办学校进行
全方位安全督查
本报讯 11 月 19 日，为进一步增强广
大师生的安全意识,利辛县组织开展以校
园食品安全、消防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方
位安全督查。
前期该县全部学校和幼儿园、学生集
体用餐配送单位已经开展了食品安全自
查、普查和抽查。督查组先后深入到新
张集乡、胡集镇、大李集镇等部分学校，
实地查看食堂的食材、食品留样，教室、
宿舍消防器材配备、校园整体环境等，要
求要加强对民办学校师生的安全教育，
提高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事
件的处置能力。各校要进一步加强自
查，对督查梳理出的问题制定切实有效
的整改措施，进一步推动学校安全工作
向更高层次发展。
（王亚彬 邓军 潘多秀）

利辛县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应急演练
本报讯 为做好突发疫情应急准备，
11 月 22 日上午，按照利辛县疫情防控指
挥部安排，该县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应急
演练。演练中，按照实战要求，分别设置
了等候区、测温区、临时隔离区、信息采
集区、样本采集区等区域。县卫生健康
委、卫生监督所、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
全体职工参加核酸采集。通过此次核酸
检测演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切实巩固
了防疫屏障。
（王悦）

利辛县中医院

召开大型医院
巡查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近日，利辛县中医院在门诊
五楼会议室召开大型医院巡查工作部署
推进会。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卫健委关于开展
大型医院巡查的通知精神，解读了问题
清单，分解了任务，明确了责任，并就下
步巡查工作推进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
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明纪律要求，
确保各项制度进一步规范，为迎接新一
轮巡视巡察打下坚实基础。 （尹波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