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问：小区业主想成立业主委员会，需要哪些条
件和哪些程序？

市房产事务局答复：根据相关条例，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应当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一）入住率达
到50％以上的；（二）首批物业交付满二年，并且入住
率超过30％的；（三）首批物业交付满三年的。业主筹
备成立业主大会的，应当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的组织协调下，由业主代表、建设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或
者村民委员会组成业主大会筹备组，其中业主代表所占
比例不得低于筹备组总人数的 1/2。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应当协助业主大会筹备组做好相关工作。首次业主大会
会议的筹备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读者问：针对目前我市部分小区物业管理存在的一
些问题，我市物业管理有什么监管计划吗？

市房产事务局答复：物业管理是城市管理与社会管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和难点
问题。我市自 1998年以来，物业管理从无到有，从单
一的住宅楼保洁服务，逐步延伸到住宅小区、写字楼、
学校、医院、工厂等多种物业形态的综合性服务，在解
决城市就业、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环
境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但是，与居民对提高生活品质的要求相比，目前池
州的物业管理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市政府决定从 2015
年起，开展主城区物业管理“三年提升”行动，积极重
心下移、属地管理，市级指导、贵池区和开发区、平天
湖管委会主抓，建立市考核区级（贵池区、开发区、平
天湖），区级考核街道办事处（贵池区、开发区、平天
湖），街道办事处考核物业服务企业的三级考核机制；
规范物业管理行为，创新物业收费监管机制，对老旧小
区、安置房的物业费实行政府补贴，对主城区低保户、
低收入群体的物业费实行减免政策，由市财政给予补
贴。明确各部门职责，推进综合执法进小区。力争通过
三年努力，进一步提高物业管理水平。

读者问：有部分企业在招聘的时候，明确不招女
性，理由是工作强度太大，女性难以胜任，这算是性别
歧视吗？

市妇联答复：根据我国《就业促进法》第二十七条
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用人
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
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
标准。所以任何用人单位都不应该歧视女性，但具体到
了每个企业，每个工种，可能确实存在不适合女性的情
形。

（记者刘晓丹）

□ 记者 刘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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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池州市百信大药房
22、池州美琪眼镜有限责任公司
23、池州市康荣眼镜行
24、池州市大明眼镜行
25、池州市精益眼镜店
26、池州商之都神舟光学眼镜专柜
27、池州市贵池区灸视力灸疗器经营部
28、池州市美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9、安徽舜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池州市金丰药业有限公司
31、安徽士邦医疗器械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32、东至昊力康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33、东至县永昌眼镜有限责任公司
34、东至县大明眼镜店
35、东至县天宝眼镜店

（未完待续）

全市2015年度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及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质量信用等级评定结果公示（红榜）

今年，省政府下发 2016 年实施 33 项
民生工程的通知，法律援助名列其中，这
是我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完善法律援助
制度的意见》的具体行动。在省政府要求
将法律援助工作扩大到民生事项之前，我
市早在多年前便向弱势群体开展法律援
助，为了让更多人享受平等的法律服务，
维护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今年，我市也
首次将法律援助纳入民生工程，为符合条
件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据了解，长期以来，很多农民工、下
岗失业人员、老弱病残等群体反映打官司
难，重点难在不太懂法律且请不起好律
师。将这些困难群体法律援助纳入民生工
程实施范围，有利于他们在遇到法律问题
或者权利受侵害时，第一时间得到相应的
司法帮助，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温暖，享受公平、正义。

外来民工工伤获赔23万
2016年3月15日，我市外来务工人员

杨某在一家船舶制造公司作业时受伤，在
医院住院33天，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由该
船舶制造公司支付，杨某出院后经秋诚司
法鉴定所鉴定为 7级伤残，4月 18日，杨
某来到乌沙司法所申请法律援助。

乌沙法律工作站受理了杨某的援助申
请，并立即指派工作站专业人员负责此
案。办案人员在船舶基地管委会工作人员
的协助下，经多次协调，该船厂负责人同
意参照工伤的赔偿标准一次性赔偿杨某各
项损失共计23万元，这一赔偿数额得到了
杨某的认可，他表示拿到赔偿款后不再向
船厂提出其他请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为
双方出具了调解协议书，双方自愿签字并
将 23 万元的赔偿款通过银行转帐交付完
毕。

“这是一起典型的城乡困难群体法律
援助案件。”乌沙镇司法所工作人员说，
今年我省将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纳入33

项民生工程项目实施，是紧紧围绕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实际需要，回应民生诉
求，落实政府责任，扩大法律援助范围，
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保证公民在遇到
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
效法律帮助，使困难群众都能平等享受法
律保护，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公正，切实保障和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

“互联网+”模式下的法律援助

网友发帖咨询：“王律师你好！我想
咨询下，出了交通事故，对方迟迟不肯解
决，事情已经一年多了，如果想要起诉对
方，胜算有多大？”青阳县法律援助中心
律师在帖子下面给出了建议：“交通事故
如果报案了，交警部门应当有书面结论，
结论出来最好不超过 1年调解或起诉；如
果没有报警，应当及时起诉，或者由调解
委员会调解。”在青阳县，如果居民遇到
法律纠纷，想学习一些法律案例知识、请
求法律援助，或是想咨询一个法律问题，
都可以上 《青阳论坛》 法律援助专栏发
帖。

“互联网＋法援”模式在利用新媒体
平台基础上，构建法律援助网络宣传新格
局。青阳县司法部门与门户网站“青阳
网”合作，在《青阳论坛》设立法律援助
专栏，构建“双线式”法援信息平台，举
办各类网络法援活动，和新媒体同步进行
线上线下宣传，将法援线下活动、工作动
态通过线上传播、互动；同时对法律援助
的范围、条件和程序进行公示，为弱势群
体维权指明方向和途径，目前网民跟帖达
4400余人次。同时，开设《以案说法》栏
目，加大典型案例报道力度，对法律援助
优秀案例采取一案一报道的形式，提升法
律援助知晓率，展现法律援助良好社会形
象。

法律援助通道顺畅

据了解，今年前 4个月，各级法律援
助中心及站一共接待群众咨询 2000 余人

次，并向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免费提供简
易公共法律教育资料，供公众免费取阅，
截至目前，共计发放 1万余份。截至 4月
底，全市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 1037
件，占全年目标任务的 38.1%，其中刑事
案件 133 件，民事案件 904 件，为民工讨
薪 322万元，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困
难群众得到了免费的法律援助，案件补贴
拨付专门经费。根据最新修订的《池州市
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办法》，平均达到每件
补助1000元。

这样一组数字说明我市申请法律援助
的通道是顺畅的。

为加强对法律援助案件的监督和管
理，实现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化，提高
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有效维护受援人合法
权益，我市汇编了《池州市法律援助质量
管理手册》。同时，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站
点建设，充分发挥工作站、点职能作用，
在法院、检察院、看守所、劳动监察等部
门以及各个乡镇建立工作站，延伸法律援
助服务网络。科学整合调配律师资源，已

建立了安徽九华、安徽始信律师事务所与
九华山风景区、石台县法援中心法律援助
协作，有效解决了当地律师资源不足问
题。

困难群众维权享受绿色通道，开通法
律援助在线申请、在线咨询平台，法律援
助管理系统平台设立“点援制系统”，申
请人可通过系统平台自主选择援助事项承
办人员；简化案件审查程序，全市各级法
律援助机构建立了低保人群、优抚对象、
贫困重度残疾人、城镇困难职工、孤儿等
群体信息库，数据库内备案的潜在受援人
员申请法律援助，无需提供经济困难证
明，通过系统查询，申请事项符合案件受
理范围的，即可受理。

为了让法援贴近群众，法律援助中心
将一张张联系卡发放到社区，这张卡将

“援助范围、申请材料、办理时限、监督
方式、联系电话”等内容列入清单公示，
同时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
和网上服务。

法律援助“网上网下”解民忧

“青山绿水享生活，承受党恩住新
房”，这是石台县小河镇龙山村新塘组
91 岁的夏兰香老人和 67 岁残疾儿子洪
承青新房大门上张贴的对联，虽谈不上
工整，却饱含对新生活的满足，对党的
感恩之情。

5月 18日中午，夏兰香老人和儿子
正在家吃饭，听说有工作人员来了解情
况，老人放下饭碗连声赞道“政府
好。”政府实施民生工程，让她家告别
钻风漏雨的土坯房。

洪承青是村里的五保户，一类残

疾，多年来与母亲相依为命，由于家庭
条件差，旧房子年久失修，到处钻风漏
雨。2013年夏天，由于漏雨地滑，老母
亲一不小心跌成骨折，前后治疗费用花
了 3 万多元，体内至今还留有一块钢
板。

2015年，村里帮洪承青申报了农村
危房改造项目，利用项目资金以及亲朋
好友的资助建起了 70 多平方米的砖瓦
房，配套建设了厨房卫生间，极大改善
了他们的居住条件。

洪承青隔壁邻居是五保户洪和平
家，也是危房改造民生工程的受益者。
说到危房改造，不善言辞的洪和平说，

现在条件比以前不知好多少倍。在村委
会和亲戚的帮助下，洪和平家添置了冰
箱、彩电、热水器、浴霸等，用上了自
来水、液化气。

龙山村村委会主任章少怀说：“洪
和平一个人生活，以前住的是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的土坯房，外面下大雨，屋里
下小雨，每到雨雪天气，村里就要他住
到亲友家。”章少怀介绍，近几年，村
里共改造农村危房 140多户，并专门组
织力量对房屋建设进行统一规划设计，
监督建设施工，督促工程进度。

据了解，2016年，我市农村危房改
造民生工程建设任务3650户。截至4月
底，全市开工 2085户，占 57.1%，其中
贵池区开工385户、东至县1070户、石
台县 396 户、青阳县 234 户；全市竣工
845户，竣工率23.1%。

去年底，池州市根据省下达的农村
危房改造专项资金指标，并积极与省主
管部门对接，预测任务数，对各县区下
达预计划。各县区在元旦、春节期间，
广泛宣传，认真开展调查摸底工作。省
民生工程任务明确后，池州市层层签订
目标责任书，建立健全市、县、乡、村
层级负责工作机制，将具体责任细化到
个人，确保项目责任明确，有序推进。

结合精准扶贫工作，全市各县区把

建档立卡贫困户放在优先位置，采取召
开村民代表会、进村入户等方式，准确
掌握农村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情况，重
点解决农村分散供养五保户、低保户、
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危房改造问题，将
1945 户危房改造任务落实到建档立卡
户。

坚持政策公开，对象公开、补助标
准公开的原则，严格执行“村民申请、
村级民主评议、公示、乡镇入户核查初
审、县级审批”的工作程序，实行村、
镇两级张榜公示，广泛接受群众监督，
坚决杜绝改变资金使用用途和降低补助
标准的违规违纪行为，切实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让贫困群众享受政策。

实行一户一档的农户档案管理制
度，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农村危房改造

“一户一档”文字档案，按照《安徽省
农村危房改造实施导则》要求，由乡镇
安排专人做好资料收集，整理和存档，
包括档案表、农户申请、危房鉴定、审
核审批、公示、协议、竣工验收报告等
材料。严格执行农户纸质档案表信息化
录入制度，将农户档案表及时、全面、
真实、准确录入全国扩大农村危房改造
试点农户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实行动态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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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黄丙坤

日前，国务院转发《关于促进通
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年，建成500个以上通用机场，基
本实现地级以上城市拥有通用机场
或兼顾通用航空服务的运输机场，覆
盖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林区、50%以上
的5A级旅游景区。

《意见》提出，加快通用机场建
设，在偏远地区、地面交通不便的地
区以及年旅客吞吐量 1000 万人次以
上的枢纽运输机场周边建设通用机

场，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在世界自然
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重要
体育产业基地等地区建设通用机场，
促进空中游览、航空体育、飞行培训
等发展。

扩大低空空域开放。实现真高
3000 米以下监视空域和报告空域无
缝衔接，简化飞行审批(备案)程序，明
确报批时限要求，方便通用航空器快
捷机动飞行，解决“上天难”问题。

“国家近几年来已经意识到通用

航空业对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因
为通用航空不仅是旅游观光、通勤出
行、飞行体验等能够发展消费经济，而
且作为一种便捷的交通方式和高效的
生产作业工具，对工业、农业等相关行
业都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民航专家
林智杰认为，虽然通用航空不如高铁、
高速公路等基础交通对经济产生那么
巨大的影响。但是作为新兴产业，自
身发展空间巨大，对经济发展也将发
挥积极作用。 （本报综合）

我国将扩大低空空域开放 地级市以上都将有机场

2016年，我市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建设任务3650
户。截至4月底，全市开工2085户，竣工845户——

农村危房改造
圆困难群众“新居”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