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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旅游

◆曝光台◆
◀居民在楼道口“飞线”充电。

▲居民圈占绿化带堆放杂物，种植蔬菜。

□ 记者 倪晓春 文/图
近日，家住主城区啤酒厂

宿舍小区的居民王女士向记者
反映，该小区存在车辆乱停放、
绿化带内种菜、“飞线”充电等
不文明现象，且屡禁不止，愈演
愈烈。希望有关部门强化管理，
早日根治这些“顽疾”。

5月 30日一早，记者来到
该小区，看到小区内非机动车
辆乱停放及“飞线”充电现象突
出。小区每栋楼附近都划有非
机动车辆停车位，配备了自助
充电站。停车位上却空空如也，
充电站内也有大量空位，而楼
道口内外均无序停放着电动
车；多个单元楼道口的墙壁上
悬挂着“飞线”电插排。

记者看到，小区内绿化带
基本毁损，被圈占现象较为严
重。绿化带内除散乱堆放着盆、
桶等杂物，还种上了小葱、辣椒

等时令蔬菜。
“这个绿化带没人管理，我

种点菜有什么不好的。你看看，
这绿油油的，开花结果，至少比
杂草好吧。”一块“菜地”的主人
这样说。“种菜不能等同于绿
化，小区不是菜园。占用楼边的
绿化带堆杂物、种菜，容易孳生
蚊蝇，不仅破坏了小区环境，对
我们住户的影响也很大，气温
高时，家里朝北的窗户根本不
能打开。”小区居民李先生说。

针对上述问题，记者随后
采访了该小区物业一位负责
人。该负责人表示，自今年4月
份入驻接手该小区物业以来，
对此类行为多次上门进行劝
说，收效甚微。下一步，将在加
大劝导频次的同时，向所在社
区反映，积极争取尽快和有关
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整治，依法
依规彻底根除小区内的这些

“顽疾”。

主城区啤酒厂宿舍小区：“顽疾”根治待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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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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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齐蕾 通讯员 王昕

日前，记者一行沿着东至县香隅镇
联峰村前的小路前行，一片开阔的健
身广场格外引人注目。在崭新的健身
器材旁，一群孩子在玩耍，广场旁的
石椅上，几位村民正在拉家常。“以前
总是羡慕别人家门口的小公园，现在
我们也有了跳广场舞的固定场所了。”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联峰村村民刘大
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早在 3 月初，这里还是杂草丛
生、垃圾遍布。“过去这里就是一片荒
地，根本没人来，有些人甚至把垃圾
往这里丢。现在建了休闲广场，一下
子变成了村里人气最旺的地方了。”香

隅镇联峰村高岭组组长冯根华笑着说。
据了解，此处荒地面积约 1.2亩，

位于联峰村高岭组。“开年以来，全镇
人居环境整治干得热火朝天，我们村
也不能落后，决定把这块闲置荒地改
造利用，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联峰
村党支部书记王末来介绍说。

联峰村党支部通过召开会议、逐
户走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最终确定
利用这片闲置荒地新建休闲广场。在
广泛宣传动员下，秉持节约、实用的
原则，村里自筹资金加上群众自发出
资，共投入10万元修建休闲广场。经
过两个月的改造，原来破败荒废的场
地不仅变得整洁干净，还为村民提供
了休闲锻炼的场所。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不仅是环
境，更是群众的精气神儿，环境好
了，群众心情才舒畅。现在群众休闲
有去处、精神有寄托，大家沟通变多
了，邻里矛盾也随之减少了。”王末来
说。

联峰村利用荒地修建休闲广场只
是香隅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效的一
个剪影。乡村要振兴，环境是底色。
近年来，香隅镇狠抓农村人居环境质
量提升，坚持问题导向，以治理“六
乱”开展“六清”为重点，以农村垃
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
方向，整治村庄房前屋后、公共空间
和庭院环境，并从环境干净整洁向美
丽宜居升级；通过不断补齐短板，有

效完善集镇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
农村水环境整治，全域推进人居环境
整治，在乡村振兴之路上迈出坚实一
步。

如今，从东二环、集镇沿线环境
提升到高速下线 2.7公里路域环境整
治，从有庆圩大堤2.3公里道路美化到
香隅公园建设和美丽庭院评比，从项
目建设到乡风培育，“点点”汇聚，全
镇人居环境实现“面”上开花，群众
幸福感越来越强。

昔日荒草滩 今朝休闲地

珍爱生命珍爱生命 谨防溺水谨防溺水

防溺水安全知识
如果遇见有人溺水，该如何施救？

1、如果发现有人溺水，首先
要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

2、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
用现场器材，如绳、竿、木板、救生
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
起当做绳索。

3、需要下水救溺水者的时
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
慌，有人在救你。

4、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
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

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
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
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
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
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
腋窝拖带上岸。

5、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
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
呼救或报警。未成年人不宜下水
救人。

本报讯（记者许倩琪）2022年高
考、中考接踵而来，为严格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加强校园周边
出版物市场监管，6月 6日，由市“扫
黄打非”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
文化、公安、市场监管、邮政管理等部
门的执法人员在主城区开展“扫黄打
非”集中检查行动。

检查组重点检查了校园周边出
版物经营单位和印刷复制、网吧、快
递网点等点位，向经营者宣传“扫黄

打非”法律法规相关知识，要求经营
者做到合法规范经营，引导教育家长
和学生自觉抵制非法出版物，共同营
造健康规范的文化环境。

从检查情况来看，我市文化市场
总体情况较好，检查时发现的3个经
营不规范问题，已当场责令下架、整
改。下一步，我市将继续保持“扫黄打
非”工作高压态势，持续净化市场环
境，规范市场秩序，确保文化市场安
全稳定。

我市开展中高考期间
“扫黄打非”专项检查行动

本报讯（记者邓柱）6月5日是世
界环境日，当天上午，农工党池州市
委组织多名农工党党员医疗专家前
往贵池区牌楼镇，为环卫工人开展以

“助推乡村振兴，共建美丽家园”为主
题的健康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医疗专家们耐心地为
近 50名环卫工人进行彩超检查、心

电图检查、血型检测、血压测量、耳鼻
喉检查、心理咨询等项目，现场对大
家关心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并做好
体检记录完善健康档案。

针对环卫工人工作环境，农工党
池州市委还为每名环卫工人送去了
N95口罩、人丹、十滴水、水杯、毛巾
等物品。

农工党池州市委
组织医疗专家为环卫工人义诊□ 记者 倪晓春

自觉遵守景区景点秩序、亮码测
温、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有序进
入景点……端午小长假期间，文明旅
游在我市蔚然成风。

6月 5日，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
天，雨后的清溪河沿岸景点空气清
新，景色迷人，迎来了不少游客乘船
游玩。“您好，往这边走，请扫安康
码，请出示行程卡……”在景点购票
处，工作人员引导游客有序购票。“菲
菲，别急，等那位叔叔进去，你再上

前。”“嗯，好的。”正在排队购票的市
民苏华轻声地对女儿说。

记者在走访时看到，景点内环境
干净整洁，文明旅游宣传牌随处可
见，整个景点秩序井然。据清溪河游
船运营方负责人介绍，端午小长假期
间，根据上级部门有关通知和要求，
增加管控人员和志愿者，紧盯重点部
位和关键场所，严格落实测温、扫
码、登记等措施，织密织牢疫情防护
网。同时，严格按照“限量、预约、
错峰”要求，强化现场管理，确保游
船安全运行。游船每艘乘座人次不超

过单艘次核载量的75%，且乘船游客
一律全程佩戴口罩。此外，景点工作
人员对售票处、游船等定时通风换
气，每日进行多次环境消杀，并建立
相关台账备查。“带着女儿一路走
来，沿途道路干净整洁、绿植丰富、
鸟语花香，秩序井然，让人感到很舒
心。”苏华笑着说。

同样，在主城区杏花村文化旅游
区，记者走访发现，停车场内，车辆
停放有序，前来游园的市民都能自觉
戴好口罩，遵守秩序，依次排队扫

“码”亮“卡”进入园区。遇到外地

游客，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会主动上前
帮助购票，为其指引道路。

近年来，随着我市文明旅游宣传
工作的不断推进，文明旅游理念深入
人心，并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在景
区、景点，遵守秩序，爱护公共设
施，保护生态环境等已经成为广大市
民的自觉行为。

文明旅游深入人心 出行有礼景美人更美

本报讯（记者齐蕾）市文化馆将关
爱未成年人成长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项重要工作，近来开展了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关爱未成年人活动。

组织参加全省少儿书画大赛。市
文化馆积极组织各县区文化馆，通过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面向全市广泛征集
优秀少儿书画作品，组织专家组对作
品进行初评遴选，选送 200件优秀作

品参加全省复选和终评。目前，全市共
有70件作品荣获佳绩，其中一等奖16
名、二等奖26名、三等奖28名。

举办线上书画艺术展。市文化馆
挑选全省少儿书画大赛优秀报送作
品，于 5月 24日至 6月 10日在池州市
文化馆微信公众号上展示。

举办“爱在阳光下”——走进特教
学校关爱行动慰问活动。5月30日，市

文化馆工作人员走进特教学校，与孩
子们共同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精心为孩子们准备节日礼品，与孩子
们共绘“庆祝 2022年 6·1国际儿童
节”的十米绘画长卷，向特教学校赠
送法治读本，举办法治讲座，开展

“法律护航 放飞梦想”法治文化进校
园活动。

下一步，市文化馆将进一步积极

做好少儿文化工作，充分发挥场馆示
范引领作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
内容，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努力让
每个孩子都能受到艺术熏陶，让每个
孩子都能享受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持续做好关爱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工作。

市文化馆开展形式多样关爱未成年人活动

时值初夏，瓜果飘香，贵池区
牌楼镇兰山村金胜家庭农场种植
的桃子迎来成熟季。6月6日，记
者来到基地看到，满园翠绿的果
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桃果，吸引
了不少市民前来采摘。

该家庭农场成立于2013年，
现如今种植规模已发展到 205
亩，主要种植黄金蜜桃、油桃等品
种，预计今年总产量近2万公斤，
实现效益超过 10 万元。近年来，
该家庭农场还主动帮助周边农户
解决农闲务工增收问题，并通过
实施新型经营主体带动脱贫户增
收项目，带动10户脱贫户实现稳
定增收。

记者 韩磊 摄

近日，池州铁塔公司多措并举全力确保中高考期间通信网络零中断。该公
司成立通信保障工作组，实施7×24小时带班制度，强化实时网络监控，要求
专业责任人、技术骨干轮班待命；全面排查隐患，梳理出全市学校及其周边45
个重要基站信息，组织专人在重要站点开展专项巡查、巡检，整改各类安全隐
患7处，确保通信畅通。图为工作人员对考点周边基站电源保障柜进行巡检。

通讯员 王静 摄

本报讯（记者韩磊）6 月 7 日上
午，全市人大信访工作座谈会召开，
传达学习全省人大信访工作座谈会
精神，通报了全市信访工作情况。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鸿出席会议并
讲话。

朱鸿指出，全市各级人大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当前信访
工作面临的形势，切实增强做好人大
信访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朱鸿强调，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
开之年，全市各级人大要围绕党的二
十大信访稳定工作主线，积极融入全

市信访工作大局，从严从实从细做好
人大信访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信访工作条例》，始终
在法治轨道上、法制框架内、法定渠
道中开展人大信访工作，强化闭环管
理和督促检查，不断提高信访事项办
理工作水平。要聚焦基础保障，加强
信访部门自身建设，不断强化对信访
工作的领导、信访干部队伍建设、信
访工作联系，切实提高人大信访工作
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
检察院以及贵池区、东至县人大常委
会分别作交流发言。

全市人大信访工作座谈会召开
朱鸿出席

家庭农场
果飘香

本报讯（记者齐蕾）6 月 7 日上
午，池州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
究中心成立大会在市委党校召开。
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
方能斌出席并讲话。

方能斌指出，这次市委政法委与
市委党校合作共建“池州市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其目的就是
发挥市委党校人才资源优势，深入开
展社会治理理论研究，为我市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提供智力支
持。

方能斌强调，池州市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研究中心要把准研究政治

方向，紧紧围绕系统治理、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确保研究方向不偏移。要紧扣池州
地域实际，聚焦民生有感的社会领域
突出问题，聚焦市域社会治理中的热
点、难点、堵点问题，多深入一线，多出

“金点子”，多献“锦囊计”，把理论研究
与实践应用有机结合起来。双方要通
力合作，凝聚合力，努力产出更多成
果，努力抓好成果转化运用，把论文

“写在大地上”，把课题“写到群众
中”，并转化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制度成果，助力探索一批具
有池州市域特色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池州市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研究中心成立
方能斌出席成立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