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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家玉米喜丰收
走进乡村看小康
本报讯 9 月 18 日，在利辛县中疃镇姜黄
社区的优质玉米基地，农机手驾驶一台大型
联合收割机正在开足马力收割玉米，处处呈
现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当下，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该镇农民
充分利用晴好天气抢收玉米，一辆辆三轮车
往返穿梭在田间地头，收获着丰收的硕果。
这预示着当地秋收正式拉开了序幕。
“虽然今年的玉米生长遇见了干旱天
气，但及时进行了浇水和防治病虫害等科学
管控，我种植的 12 亩玉米长势不错，你看这
玉米棒子，根本不存在缺粒等现象，估计一
亩地能收 1200 斤。”村民姜俊贤说道。
“玉米就是个大肚子汉，在生长的中后
期浇了一次透水，才取得了这样的好收成，
今年收入也一定不会少的！”姜俊贤的妻子
笑着说。
近年来，中疃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引导种植大户、
家庭农场、种植专业合作社等通过流转土

村民姜俊贤家玉米喜获丰收
地，大力发展玉米产业，实施规模化种
植，使村民稳定了粮食生产，又增加了经
济收入，助力了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增
效、农民增收。
中疃镇党委书记张才表示，下一步，
该镇将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责任，积极落

谯东镇：

本报讯 连日来，利辛县巩店镇在全
镇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专项行
动 ，对 排 查 出 的 风 险 隐 患 ，制 定 整 改 措
施，限期整改到位，努力营造优美、舒适、
整洁的人居环境。
（张玉雯）

本报讯 今年以来，谯城区谯东镇以人
居 环 境 脏 、乱 、差 等 突 出 问 题 治 理 为 突 破
口，实行村干部分片管理制，网格化设置
保洁员，形成村居联网格、网格联干部、
干部联群众的网格队伍，对各村的人居环

马集镇

走访帮扶脱贫户
本报讯 近日，蒙城县马集镇开展走
访帮扶脱贫户活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帮扶联系人进村入户，走进脱贫户家中，
与其亲切交流，了解脱贫户生产生活状
况，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一些
实际问题，共话美好生活愿景。（葛新胜）

红城村

种植优质高粱促增收
本报讯 今年，蒙城县小涧镇红城村
采用“村集体+合作社”的发展模式，
通过招商方式引进优质高粱品种，种植
500 亩优质高粱，促进村级集体经济不
断发展壮大。
（陈赫赫）

后窑村

实耕地保护等惠农政策，加大土地规模有
序流转力度，鼓励农业种植合作社、农场
主、种粮大户，通过土地集约经营，统一
种植、统一管理，并积极发挥农机专业合
作社的作用，全力以赴助农保丰收，以粮食
产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刘杰 李志）

本报讯 9 月 21 日，谯城区数据资源
管理局动员单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以
实际行动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党员们查看社区内车辆摆放、卫生保
洁等情况，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与社区
工作人员对接，并督促其在之后的工作中
抓紧落实，积极整改。同时向社区居民宣
传文明创建知识，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到文明创建工作中来。
（田静）

花戏楼街道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进校园
境进行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管理，做到发
现问题迅速反应，及时调度整改，确保镇
容镇貌和乡村环境卫生管理到位，切实推
进辖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方文明）

本报讯 9 月 20 日,谯城区花戏楼街道
关工委在州东中心小学举办了“传承红
色基因 学习时代楷模”主题宣讲活
动。此次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爱
国、爱党之情，引导他们立志向、树梦
想，努力学习，增强本领，争做新时代
好少年。
(孙元礼 张道芳)

张店乡：
本报讯 近期，谯城区张店乡每周六组
织乡班子成员、村书记和村环卫队长对全乡
10 个行政村开展人居环境观摩评比活动。
观摩采取“一看二比三评四改”的方式，实地
查看村容村貌整治、垃圾治理、污水治理等

方面工作，现场打分、点评、拿出整治方案，
每月汇总成绩进行奖惩。
此次观摩评比活动，让各村在工作中
找准了差距、明确了方向、压实了责任，推
动了全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李振）

涡阳县公安局部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本报讯 9 月 16 日，涡阳县公安局召开
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部署会。
会议要求，全局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
好预防未成年违法犯罪工作的重大意义，

聚焦任务目标，加强警种配合，夯实预防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基础，推动专项行
动落地见效。
（倪亮）

楚店镇

欢送入伍新兵
本报讯 9 月 20 日，涡阳县楚店镇在
该县训练基地举行了欢送 2022 年下半年
入伍新兵仪式。
仪式上，楚店镇武装部负责人代表
镇党委政府为新兵代表佩戴红花，向入
伍新兵表示热烈的祝贺；9 名入伍新兵
庄严许下自己的誓言，表达自己的从军
志愿和奋斗目标。
（孙立强 卢强强）

汤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大李集镇以小额信贷为抓手促发展
本报讯 今年以来，利辛县大李集镇以
小额信贷为抓手，促使“小贷款”发挥大作
用，着力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全面巩固脱贫
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该镇通过进村入户发放小额信贷明白
纸、微信群转发等多种方式，对脱贫户和监

测户开展小额信贷政策宣传。截至目前，该
镇脱贫户和监测户共有在贷户 209 户，贷款
金额达 1040.9 万元，其中今年新增小额信贷
49 户，发放贷款金额 223 万元。为增加脱贫
户和监测户家庭收入，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奠
定了坚实基础。
（顾成友）

漆园街道党建引领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本报讯 今年以来，蒙城县漆园街道党
工委组织引导辖区村 （社区） 以党建为引
领，深挖掘、重特色，不断激发集体经济
活力，逐步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夯实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

其中，孙沟村通过发包集体土地、提供
有偿服务等，聚焦“一村一品”精准发力，进
行 规 模 化 种 植 ，形 成 优 质 精 品 林 果 产 业 集
群，扩大村集体经济收入途径。截至目前，
该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76 万元。 （陈文信）

守护群众“钱袋子”
本报讯 9 月 21 日，谯城区张店乡后
窑村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开展反
诈宣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通过讲解近期高发案
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宣传反诈知识，
引导群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助力群
众提升安全防范意识。
（鲁阳）

本报讯 近日，谯城区总工会党史宣
讲团走进协和成药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宣讲。
宣讲会上，宣讲团成员阐述了中国共
产党诞生、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让与
会人员受到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下一
步，谯城区总工会将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常态化长效化，以知促行，学出新亮点、
营造新氛围、展现新气象，为实现谯城区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张晓宇）

助力社区创城工作

巩店镇：

本报讯 9 月 20 日，谯城区观堂镇文明
办联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成立综合评比
小组，对照评分标准对各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进行现场评比打分。同时，利用广
播、宣传车等进行宣传，使居民增强卫生
意识，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郭洪标）

党史学习教育宣讲进药企

谯城区数据资源管理局

提升人居环境 共建美好家园

观堂镇：

谯城区总工会

陈大镇卫生院宣传出生缺陷防治民生工程政策
本报讯 9 月 22 日，涡阳县陈大镇卫生
院开展以“防治出生缺陷，促进生育健康”为
主题的宣传活动。
该院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
方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优生优育知识及出生

缺陷防治民生工程政策，号召广大育龄妇女
重视出生缺陷预防工作。此次活动，提高了
广大群众对出生缺陷危害的认识，帮助育龄
期人群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积极主动参与预
防出生缺陷等妇幼项目。
（徐治国）

为社区居民义诊
本报讯 近日，谯城区汤陵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组织家庭医生团队在该辖区和
谐佳苑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义诊活动。
在活动现场，
该中心家庭医生团队人员
为居民测量血压，
讲解日常健康知识和自我
保健方法。此次活动让百余名居民直接受
益，
受到大家的欢迎。 （李大伟 赵文荣）

蒙城一院

开展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
本报讯 9 月 20 日，蒙城县第一人民
医院开展公民道德宣传日主题活动。
该院组织职工学习了 《公民道德建
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
施 纲 要》 等 内 容 ， 开展道德讲堂活动，
学习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先进事迹；
组织天使志愿者在单位包保路段开展文
明劝导，引导群众遵守 《蒙城县文明 20
条》。此次活动引导全院职工主动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文明蒙城建设
作出贡献。
（魏祥利 邓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