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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志愿者在行动

◀日前，贵池区清风街道翠百社区组织社区
宣讲员在辖区开展“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
园”主题志愿宣传活动。 记者 倪晓春 摄

守法礼让 文明出行

◀6月15日，青阳县司法局组织文
明志愿服务队进入包保小区中天鑫城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对包保责任区内
的生活垃圾等进行了全面清理，并向周
边居民群众宣传创城知识。

通讯员 胡筱 摄

本报讯（记者许倩琪）近日，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部署在全市开展挖掘
机、叉车、铲车等工程作业机械车辆
违法上路专项整治行动。

6月 17日 18时许，正值下班高
峰时段，民警在主城区建设中路一小
区附近发现一辆轮式装载机违法上路

行驶行为，立即对该车进行拦停。经
检查发现，驾驶人未取得相应准驾的
驾驶证，属无证驾驶机动车违法行
为，便依法对该轮式装载机进行了扣
留。18时 30分许，民警巡逻至主城
区百牙西路和昭明大道交叉口处，发
现一辆轮式装载机正在路上行驶，经

检查，该车辆驾驶人员同样未取得相
应驾驶证，民警对该车辆依法进行了
扣留。

整治行动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将针对工程作业机械车辆出行的规
律、路线等特点，在主城区主要路
口、路段等重点管控路段，采取“路

上巡、点上查”的工作方式不间断巡
查，对发现的工程车非法上路、涉牌
涉证等交通违法行为予以严格处罚。

市公安交警严查轮式装载机违法上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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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关工委
池州市传媒中心

联办

本报讯（通讯员陈淑华）暑期来
临，市关工委在全市关工系统广泛开
展防溺水工作的宣传、调研工作，把
防溺水工作当成当前重要工作来抓，
多点发力提升青少年防溺水安全意
识，保障青少年生命安全。

广大“五老”积极行动，各基层关
工组织成立防溺水巡查队伍，落实各
水域防溺水巡查人员，对溺水事故易
发地段进行全面排查，并建立重点水
域包保工作台账，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在危险路段和水域设置安全警示
标志，通过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
增设宣传栏、音频播放、入户宣传等
形式扩大防溺水宣传；把“五老”和回

乡度假的大学生志愿者组织起来，义
务开办“暑期留守儿童快乐班”，确保
防溺水安全教育全覆盖、无盲点。

市关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队深
入到各县区进行防溺水工作督导，对
工作中的困难进行协调，并要求各级
关工委把防溺水工作作为当前的一
项紧迫任务
抓紧抓牢，明
确责任，制定
措施，认真落
实，多措并举
筑牢防溺水
安 全“ 防 护
网”。

市关工委
“五老”助力防溺水

□ 记者 王齐斌

6月17日清晨，微风，闷热。东至县
官港镇北城村七组，一处荒坡被改造成
梯田状，一垄一垄辣椒苗连成片，长势
旺盛、青翠欲滴，满载着丰收的期望。

5月初，北城村“两委”按照官
港镇统筹安排，将整治撂荒地作为提
升村容村貌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采取村集体主导、农户入股分红
模式，先后开荒平整出30余亩田地种
植辣椒。

“我村同农业公司合作，约定辣椒
保底收购价 2.4元/公斤，行情好也可
卖给其他收购商贩。”北城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李吉利笑着说，“截至
目前，北城村因开荒种植辣椒累计用

工 180多个，日均工资 80至 100元不
等。后续施肥和采摘，还需要用工
200 多个。这不仅农民实现农闲务
工，还带动人均增收3500余元。”

据初步估算，北城村每亩辣椒毛
收入至少 4800元，除去人工、秧苗、
肥料等成本，每亩收益1300元，每年
村集体经济仅此一项增收近4万元。

几公里外的 206国道路边，横岭
村明汪组和堰上组交界处，一条狭长
的辣椒地，翠绿的辣椒苗长势良好，
在微风下轻轻摇曳。

“这里共有 15亩地，涉及 20户农
户。过去是一片茅草地，前不久我村
结合人居环境提升及撂荒地整治等工
作，流转开荒田地种上辣椒。”横岭村
文书汪寅罡说，“全村共种植辣椒近

35 亩，带动就业 40 余人，人均增收
2400元以上，预计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4.2万元。”

时下，不止北城村、横岭村兴起
“辣椒热”，长溪村、乌竹村和陈镇村
等三个村也主动对接安徽省徽黔红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引进种植采摘周期
长、经济效益好的“艳椒 2 号”辣
椒，来壮大村集体经济并带领村民增
收致富。

今年以来，官港镇充分发挥党组
织核心作用，通过整镇推进、区域联
合，采取“党支部+村集体+公司+农
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培育壮大辣椒
产业，让“唤醒”的撂荒地释放经济
效益，赋能人居环境焕新颜。

截至目前，全镇累计完成撂荒地

整治 273亩，完成辣椒种植 200余亩，
带动务工近 400人，预计可为村集体
增加收益100余万元。

“镇党委、政府高效统筹发展辣椒
产业，可谓一举多得，既可实现人居环
境提升、解决撂荒地整治后土地利用问
题，还可借此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
动在家农民就业增收。”官港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全镇将进一步扩大辣椒种植
规模，提高种植技术，逐步形成产销一
体化经营模式，拓宽村集体经济发展空
间，为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官港镇：发展辣椒产业 种出“火红”日子

日前，青阳县第二幼儿园与青
阳县第三小学开展幼小衔接课堂观
摩联合教研活动，以推进幼小衔接
工作的深入开展，建立科学衔接的
长效机制，帮助孩子从幼儿园平稳
过渡到小学。

通讯员 张炫 摄

共搭成长桥
静待花盛开

连日来，贵池区牛头山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开展儿童化妆品专项检查工
作。截至日前，执法人员共检查儿童化妆品经营单位10家，对1家超市未按照
规定经营化妆品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 记者 倪晓春 摄

本报讯（通讯员唐静娴）近日，围
绕“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这一
主题，中国人民银行石台县支行联合
石台农商银行在仙寓镇南源村开展

“金融夜校”宣传活动，把征信、存款
保险、反洗钱、手机号码支付等一系
列相关金融知识带到村民的家门口。

活动期间，银行员工利用PPT演
说、现场答疑、“一对一”讲解等方式
向村民们详细介绍个人信用的重要
性、假币的危害性及如何识别假币的

方法等，并通过案例分析，针对老年
人进行专项“养老防诈”宣传。活动共
发放金融知识宣传手册200余份，现
场答疑群众问题10余个。

据悉，此次活动是石台农商银行
坚持普惠金融的又一举措，该行将充
分发挥网点多、分布广的优势，持续
深入开展“金融夜校”活动，全面提升
农民群众防范金融风险意识和能力，
推动农村普惠金融落地生根。

“金融夜校”
把金融知识带到村民家门口

本报讯（记者陈淑芬 实习生余
妍奇）近日，市妇联、池州军分区政治
工作处、市双拥办组织开展池州市第
十届“十佳好军嫂”暨第四届“十佳兵
妈妈”评选命名活动，大力弘扬爱国
拥军的优良传统，激励全市广大军嫂
和兵妈妈积极支持军队和国防建设。

据了解，此次评选主要针对六类
人群，分别是户籍在池的现役军人妻
子（母亲），评选重点向乡镇、农村等
基层军属倾斜；长期在边防、海岛、高
原等条件艰苦地区服役的军人家属
优先；丈夫或子女在部队立功受奖
（师级以上表彰）的军人家属优先；家
庭遭受重大突发情况，仍勇挑重担、

自强不息的军人家属优先；分居两地
的军嫂优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中表现突出的军嫂、兵妈妈优先。
曾荣获市“十佳好军嫂”“十佳兵妈
妈”荣誉称号的，不再参加本次评选。

评选分组织推荐、社会举荐和个
人自荐等方式，凡符合条件的，可前
往“池州市妇女联合会”官方网站，下
载填写“十佳好军嫂”“十佳兵妈妈”
候选人推荐表，于7月10日前报市妇
联宣传部。

我市“十佳好军嫂”
“十佳兵妈妈”评选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刘菲）针对近期
强降雨天气较多，水库河流水位较
高，易引发山洪灾害和小河流洪水，
东至县龙泉镇防汛指挥部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镇村干部坚守防汛阵地，
24小时巡查，确保辖区安全度汛。

该镇密切关注汛情雨情，及时储
备人员、物资等度汛力量。共计安排
15处转移安置点，调集 20辆铲车挖
机、30辆救生船、100件救生衣等物
资，并组织15支抢险救援队伍，严格
落实值班值守制度。

镇村两级干部、应急员、地质灾
害巡查员、网格员共540余名全部下
沉一线，对 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9

座水库、96座万方以上山塘开展“拉
网式”巡查，及时排查已知地灾点，摸
清新形成的安全隐患点。目前已拉起
20条安全隐患警戒线，封锁辖区2条
被淹道路，并及时进行道路排水工
作。

镇主要负责人、联系村干部带队
逐户上门动员宣传，对老旧房屋、低
洼地带、地质灾害点等区域的村民、
商店做好预警转移工作，已顺利转移
安置 18户 40人；充分利用微信群发
送信息、村应急广播播报、上门入户
宣传等多种形式，发布气象灾害预
警、灾害防御知识等信息 5000条左
右，各村共计广播防汛信息200余次。

龙泉镇
以“迅”应“汛”保安澜

□ 安徽日报通讯员 祝海燕
安徽日报记者 徐建 阮孟玥

“平时想在附近找个合适的理发店
都找不到，要么太远、要么太贵，这
次你们送来的免费理发服务真是太好
了！”在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九华镇，
今年73岁的居民李和根激动地拉着义
剪理发师的手说。

为贯彻落实全省暖民心行动部
署，优化社区服务水平，做好人民群
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池州市近日
充分发挥机关企事业单位职能作用和
资源优势，探索开展周末党群便民服

务“大集市”活动。
为让便民服务更有针对性，池州

各社区党委公开征求意见，通过微信
群、党员楼栋长等收集群众需求。首
期周末党群便民服务“大集市”共有14
个社区参与，现场开设“义诊、义剪、
义修、义补、义洗、义教、义询、义
招”等10余种摊位，服务居民1200余
人次。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体，各社
区开展上门服务，推动实现关爱无“死
角”、服务不“打烊”。

除了为居民提供生活上的便利，
“大集市”还开设送岗摊位，助力辖区
居民就近就地就业。

“‘大集市’活动把岗位送到了
家门口，真是太贴心了。”池州市东至
县东流镇东流社区居民周桃丽告诉记
者，她在“大集市”上找到了心仪的
工作，下周就能入职。

东流镇东流社区与镇劳动社会保
障所联系，主动对接镇区企业，摸
清 用 工 需 求 ， 制 作 岗 位 清 单 。 在

“大集市”送岗活动现场，共有菊江
服饰、汇辽新型装饰材料、恒丰塑
胶等企业提供 60余个岗位。

“周末党群便民服务‘大集市’活
动，由社区党组织根据辖区居民的迫
切需要统筹开展，每月组织一次，以
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为要求，以‘按
需点单’为主要形式，以每场大集市
活动提供不低于 5 项服务为标准。”
池州市贵池区杏花村街道杏花村社
区党委书记姜慧说，“我们通过整合
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党组织力
量和资源，形成辖区单位、社区和居
民‘三方联动’服务体系。”

周末党群便民服务“大集市”，
是精准对接群众所盼的具体实践，

也是“单位联系社区、党员下沉小
区”活动的集中行动。

今年初，池州市委组织部发布动
员令，号召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
与驻区社区签订“党建共建”协议，
通过契约形式固化双方互助关系，改
变社区独自作战的传统模式。双方按
照需求、资源和项目“三张清单”，
梳理需求、挖掘资源、建立项目，达
成871个长（短）期服务项目。

在创新社会基层治理、强化为
民服务的过程中，池州市坚持以党
建为引领，持续推动重心下移、力
量下沉、资源下放，健全社区服务
体 系 ， 增 强 服 务 供 给 能 力 。 近 年
来，该市 2万余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
到，累计参与各类志愿服务 21.2 万
余人次。

按需点单 三方联动

池州举办党群便民服务“大集市”

（上接1版）全面推动老年教育向基
层延伸。”杨义和说。

大力发展老年教育是丰富老年
人文化生活、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
感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市各级党
委政府紧扣老年教育目标任务，加大
经费投入，推进场所建设，强化办学
保障，全市老年教育办学条件逐步改
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水平稳
步提升。目前，全市建成老年大学（学
校）478所，其中，市本级 1所，县级 4
所，乡镇（街道）54所，村（社区）419
所，实现市、县（区）、乡镇（街道）三级
老年大学全覆盖。全市参与学习教育
活动的老年人2.55万人。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为更
好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学习需求，我们
将认真贯彻落实‘老有所学’暖民心
行动部署要求，聚力扩容增量、提质
增效、政策保障，让老年人‘学得了’
又‘学得好’。”市教体局副局长许雪
梅表示，计划到2025年，全市老年大
学新增学习人数 6.54 万人左右（其
中，线下学习5.75万人左右），参与学
习教育活动的老年人提高到 9.09万
人左右（其中，线下学习 6.97万人左
右），占常住老年人口总数的比例达
到 30%以上，覆盖市、县、乡、村四级
老年教育体系的服务网络基本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