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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4日，区委党校“党课进基层 活动走进明

光路街道新时代传习中心，为全椒路社区的党员们传播十九

大精神，鼓舞和激励广大基层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

断提振精气神，迈向新时代，共赴新征程。

此次党课邀请了区委党校副校长李志锋及特聘讲师程业

琳分别从《党性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忘初心牢记宗

旨》两方面，为社区党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本次党课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性教育、学习马克思主

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等层面全面深入解读了十九大精神。授课老师引用十

九大报告原文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内容，帮助社区

党员们更好地理解十九大精神。同时，结合个人经历和现实

案例，深入浅出地为社区党员们讲解报告精髓和要义。大家

聚精会神聆听，认真做着笔记。

家住矿机二村的吴大爷听完党课非常振奋，他激动地

说：“今天这堂党课我收获很大，虽然我已经老了，但我依

旧愿意不断学习，发挥余热，多多参与社区的志愿服务活

动。”                                                      （通讯员  杜媛媛）

”

近年来，各街镇开发区和区直部门都加大了对新媒体本报讯  7月6日，区委宣传部举办全区新媒体平台应用

平台的建设，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本单培训会，邀请安徽新媒体集团资深编辑、“安徽发布”副

位工作动态和工作亮点，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区委宣主编丁力围绕政务新媒体运营和管理，为全区从事微博微

传部积极打造以“瑶海发布”为核心的微矩阵，在重大宣信编辑人员进行专题辅导。

传方面做到同时发声，及时发声，进一步扩大宣传的覆盖丁力结合“安徽发布”的发展历程，阐述了新媒体的

面和影响力，为建设合肥东部新中心，打造活力新瑶海营发展趋势，重点对微信、微博的功能、使用技巧、账号管

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加强日常监管，每月对各家新理、运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讲解，并分享了自己在编辑

媒体平台进行督查通报，进一步规范全区新媒体建设和管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他要求，政务新媒体要充分利用媒体

理。形式，实现媒介交互融合，及时回复粉丝评论，虚心听取

                                                  （本报记者  贾海钧） 粉丝意见建议，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

本报讯  7月4日下午，区总工会召开“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布置会。就如何开展好“好网民”活动进

行安排。

会议要求，要切实增强认识，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充分

认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注意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要加

强组织领导，统筹联合推进，深入企业宣传动员；要加强制

度建设，强化责任落实，按照职责分工要求开展活动；要抓

好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工会网络工作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工

会干部网上工作能力，为此项活动的深入开展提供智力支

撑；要充分发挥各级工会的组织优势和群众资源，引导广大

职工积极传播网络正能量，全力推进工会网上工作建设。

                                                          （通讯员  胡翼飞）

本报讯  日前，方庙街道党工委召开2018年上半年意识

形态工作分析会，班子成员、各社区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

议。会议听取了街道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做法、取得成

效及存在问题的汇报，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就如何进一步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安排。会议指出，上半年街道结合大

建设征迁扫尾、党风廉政建设、城市面貌提升、环境综合治

理、建设美丽方庙等中心任务，切实加强党管意识形态工

作，认真履行党工委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为街道经济发

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良好舆论环境和有力思想保证。下

一步，街道将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从战略高度，深刻

认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

重大意义，不断增强做好

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通讯员  王娟）

本报讯   6月30日，由区委宣传部（文明办）指导，三 及社会基金会平台资源，更深入地了解环卫群

里街街道文明办主办，合肥星火志愿者家园承办的“致敬城 体，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下一步，星火志愿团

市美容师”活动成功举行，现场送出了80份爱心物资，价值 队在探索新型志愿者服务和管理体制的基础上，

16000元。 将主动牵手合作其他团队以及基金会、企业资

为确保此次活动圆满举办，三里街街道和合肥星火志愿 源，逐步推动“环卫工群体互助保障计划”“环

者团队提前半个月开始筹备，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各爱心人 卫爱心驿站联合公益”等活动，不断提升整体服

士和爱心单位积极响应，使得原本打算募集的30份爱心物资 务能力和影响力，引领公众关注，汇聚社会正能

一再加码，最终募集了80份爱心物资。为了让服务模式能够 量。

更加多元化、服务项目能够更加精品化，合肥星火志愿者团 据悉，合肥星火志愿者家园于2014年11月在
公益团队、安徽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一等奖、第三届全国青队在原有的每年举行的“盛夏送清凉”和“暖冬行动”两大 三里街街道三里一村社区备案以来，先后获得合肥市首届助
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市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优秀助主题活动基础上，有意识把服务对象地往环卫工群体倾斜， 残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十佳志愿服务项目、志愿服务工作优
残志愿服务集体等荣誉称号。   （通讯员  王和剡  李若诗）并借助瑶海区及三里街街道文明办、城管系统、各社居委以 秀组织、志愿服务工作优秀创新案例，中国公益网最佳爱心

3近日，天长路社区团支部开展“勿忘

国耻缅怀先烈·小小红星圆梦中华”抗战胜

利纪念活动。现场进行诗歌朗诵、签署倡议

书、邀请老战士讲话、军事化互动竞技等，

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忧患意识及社会责任感。

                        （通讯员  高园 马艳琼）

不忘初心迈向新时代   牢记使命共赴新征程

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做中国好网民

切实将意识形态工作落实到位

交通治理分段包干制，与网格长签订责任书；继续大力推进 区治安状况意见。红旗社区对辖区危漏房、低洼地带、易堵 排查摸底，掌握行业底数，宣传法律法规。华业社区开展物

交通智能抓拍系统建设，形成技术优势；强化执法队伍教育 易涝点等进行排查登记，张贴温馨提示。 流、快递点环境摸排工作，通过印发一封信、公告栏向经营

与培训，常态化开展群众宣传工作。 明光路街道金大塘社区开展“清理绿化带，维护河道环 业主进行宣传。

龙岗开发区召开全面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 境卫生”活动，组织志愿者对辖区孝肃桥以北地段河道的绿 红光街道城管中队对辖区物流快递行业进行摸排登记，

强调要提高认识，明确领导责任和属地责任，加强联动，及 化带进行清理。填海巷社区开展夏季食品安全大检查活动， 发放《致广大快递物流经营户的一封信》，梳理存在问题，

时摸清情况，提供线索，营造声势，强力震慑破坏社会治安 对食品经营者进行《食品安全法》宣传，进一步强化食品安 建立摸排信息表。枞阳路社区开展暑期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区住建局召开建筑施工安全事故警示教育暨危大工程宣

的违法行为。 全责任意识。 发放宣传单页、摆放展板，结合图片及案例，讲解交通安
贯培训会，通报1-6月份我市建筑工程安全事故，开展警示

大兴镇安监站组织检查人员深入大兴危险化学品码头， 三里街街道凤阳一村社区联合省妇联开展“我爱我家 安 全、用电用水安全等知识。
教育，传达省市相关要求，发放培训资料150余份。组织开展

检查询问各企业强降水天气下安全工作部署及落实情况，督 全课堂”防溺水教育活动，通过学习溺水事件的防范和应对 长淮街道红星社区开展双提升满意度宣传活动，讲解传
物业管理安全生产消防演练活动，从火情发现、扑救、现场

促做好防范应对工作。镇食药安委联合市场监管所开展食品 措施，增强家长和孩子灾害避险能力。 销、电信诈骗、保健品推销、邪教等方面知识，发放倡议书
警戒、人员疏散及救助、消防栓及水袋使用、干粉灭火器使

药品安全检查活动，建立台账信息，对存在问题的店铺下发 铜陵路街道安委会提前做好应急物资、装备、队伍、预 260余份。胜利社区开展综治平安建设入户宣传活动，向居
用、消防知识讲座等展开。

民讲解各类安全防范知识，发放平安建设倡议书、宣传手册
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和平路、七里站街道食安办，开展食

等100多份。长淮社区对辖区游泳池、景观水池、喷泉水池和
品安全“你送我检”惠民活动。居民将购买的猪肉、白菜、

小水塘水洼等进行排查，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到位。
葡萄、蘑菇等食材送检，检测人员分别就白菜、葡萄等蔬果

方庙街道森海社区对瑶海万达餐饮业进行专项检查，针
中的农药残留、猪肉中的瘦肉精及蘑菇中的荧光物质含量进

对检查发现的证照不全、卫生方面存在的问题，下达整改通
行检测，共检测农产品24批次，合格率100%，检测结果并通

知书，进行批评教育；开展消防及电梯困人应急演练，向辖
过手机短信发送给送检群众。

区居民普及安全知识、弘扬安全文化。
区安监局组织人员前往客来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典 责任整改书，并督促立即改正。东岗社区开展“四害”消杀 案等工作，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下发《致辖区

嘉山路街道高度重视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实行24小时领
型经验观摩学习活动，了解安全文化建设、安全生产标准化 爱卫运动，宣传灭蚊蝇小常识、发放灭蚊蝇药品，加大对垃 居民的一封信》，做好危房安全检查，开展下水道、地下车

导带班值班制度，及时转发天气专报、危险风险点等信息，
建设、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双重预防机制、防范遏制重特大 圾桶、街道死角等地治理和消杀，增设防蚊蝇设施。 库、地下通道、防空设施等地下空间的隐患排查工作，对检

对仓储单位、老旧厂房开展安全排查。板桥社区联合辖区派
事故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做法。观摩学习人员展开交流，纷纷 城东街道食药安办联合市安全网宣传中心举办食品药品 查中发现的各类隐患及时整改。

出所、元一名城小学开展“安全文化和卫生健康进校园、进
表示要以客来福为榜样，创新安全管理工作理念，全面落实 安全知识进社区讲座，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倡导科学健康的 七里站街道廿埠社区联合政安防火公司开展消防安全知

家庭”活动，讲解儿童自我防护、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知
企业主体责任，不断提高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水平。 饮食方式，共设置60张宣传展板，发放60余册宣传手册。隆 识培训讲座，结合真实案例，对常见的手机爆炸、电器起火

识，派发宣传资料。
区市政园林办联合区安监局、市场局、龙岗开发区对合 岗村社区联合辖区金钟物业公司开展“提高消防安全意识， 等情况进行讲解，普及消防知识。紫竹苑社区开展食品安全

滁州路小学邀请蓝天救援队向学生传授心肺复苏、伤口
肥华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下达整改 建设幸福平安家园”演练活动，普及火灾预防、抢救、自救 宣传活动，打击涉及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保障人民群众饮食

包扎、溺水等安全知识和救护技能，教育学生不到不明地形
通知单，责令限期整改；对中石化土山路加气站等燃气企业 逃生等知识。 用药安全。

的水域、溪流和水草丛生地游泳，不在水中相互打压，以免
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查，未整改或复查不合格的企业将一律 胜利路街道滁州路社区举办“食品安全科普知识”讲座 和平路街道多部门联合对宝业城市绿苑小区的96台电梯

因呛水而窒息，确保暑假期间学生的生命安全。
责令停业。 活动，邀请康泰医院医生为居民讲解食品饮用、瓜果蔬菜清 开展安全大检查，针对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消除隐患。

（区市场局 通讯员 谈润 包慧璐 杨东 张斌 马建飞 洪永
火 车 站 综 管 办 开 展 铁 路 枢 纽 地 区 交 通 整 治 “ 百 日 行 洗、保健品选择等知识，解答群众咨询。戴安桥社区对餐饮 裕溪路社区开展特种设备专项检查工作，对电梯、消防、配

红 葛晓宇 王婉秋 瞿顶锋 张梦雅张艳 查浩 赵田原 李菊 陈浩 
动”，制定了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方案，开展编组巡逻、集中 服务单位进行检查，督促经营者严格规范经营。凤凰桥社区 电等特种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督促企业

徐涛 彭敏 许珊珊 王永芳 杨明 黄雅楠 王程瑶 顾蕾 陈浩 赵敏 
整治等工作；利用设施设备平台优势多形式开展宣传，谋划 开展“提升公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宣传活动，听取居民对小 做好自查工作。当涂路社区对本辖区所有快递网点集中进行

刘璐 丁文娟 姜萍 蔡继红 王娟 苏业芳 牛翠英 龚建文）

加强和规范全区新媒体建设和管理

致敬城市美容师  传递温暖正能量

区委党校“党课进基层”活动走进明光路街道新时代传习中心区委党校“党课进基层”活动走进明光路街道新时代传习中心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本报讯   日前，合肥市2017年度市政养护示范设施

“扁鹊杯”评选揭晓，我区通达路（临泉路-长江东路）

道路设施荣获2017年度合肥市市政养护示范设施“扁鹊

杯”奖称号。

自2013年起，合肥市每年举办一次市政养护示范设施

“扁鹊杯”评选工作，该奖项是我市市政设施养护行业的

最高奖项。截至目前，我区“三路两桥”共五项市政设施

获此殊荣。近年来，区市政园林办市政处积极提倡预先养

护理念，在市政设施的巡查、检测、日常养护、文明施

工、档案管理以及应用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等环节下

功夫，全面保障市政设施维修质量和品质。针对通达路和

长江东路交口往北部分沥青面层出现裂缝的情况，市政处

对其开展预养护工作，每道工序严格按照道路养护规范进

行。此次预养护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效果，养护过后的道

路焕然一新。                                           （通讯员  苏敏）

本报讯  近日，大通路（明光路至一环路）道路慢行

系统改造完成了快车道修整及面层沥青摊铺工作，大通路

市政道路提升、绿化景观提升“双提升”工程全面完工，

让大通路龙虾一条街变成了有颜值的景观街。

4月份以来，随着大通路餐饮油烟整治的推进，区市

政园林办市政处瞅准时机，快速推动，按照“执法先行、

改造并进”的工作方式，竭力配合城管、住建部门推进大

通路餐饮、老旧小区整治。“白加黑”加快建设大通路慢

行系统改造，选用花岗岩人行道板砖铺装，同时利用连续

种植池将慢车道与快车道隔离，将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设

置在同一平面，使得慢行主体空间充足，通行更安全。据

统计，大通路共摊铺沥青6485平方米，安装侧石2456米，

铺装人行道5285平方米，设置隔离栏及绿化带护栏938米，

施划交通标线813米；同时规整绿化带面积2040平方米，种

植了法梧、桂花等植物17种，为打造街景秀丽的慢行道路

增色添香，进一步推进了城区景观道路建设。

                                                    （通讯员   施桃桃）

本报讯  日前，合肥市受到了短时大雨甚至大暴雨的

袭击，导致我区一些道路积水，区防洪办快速行动，全力

落实各项防御措施，把积水影响降到最低，累计出动人

300人次，车辆20余辆。

暴雨期间，在积水现场，区防洪办应急处置队用移动

泵车进行抽排水作业，在冒污点位设置安全警示牌，并安

排专人值守，对堵塞进水井的落叶垃圾进行清理。积水路

段封闭交通抢险处置，揭井排水，加快路面雨水的排放。

积水排除后，清扫冲洗路面，雨后开展排水设施巡视巡

查，胜利路下穿明光路、胜利路与琅琊山路交口等11处积

水已全部退去，道路恢复通行。雨后，市政处集中力量排

查积涝点积水原因，召开会议研究内涝整治对策，能整改

的立即整改，彻底解决积水问题，确保汛期我区道路通行

顺畅。                                                     （通讯员  苏敏）

本报讯  7月5日，长淮街道劳动监察中队联合区劳动

监察大队到宝文商务大厦、宝文国际两栋重点楼宇内清理

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执法人员深入到两栋楼宇内4家招聘公司进行专项检

查，仔细核查求职者信息、公司工商营业执照、人力资源

经营许可证及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此次专项检查活动共

取缔非法职介2家，现场责令招聘企业清退违规收取费用

6000余元。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按照“疏堵结合，源头管

理”的工作思路，通过多部门联动，继续加大清理整顿工

作力度，规范用人单位招工行为，维护辖区内劳动力市场

秩序。                                                  （通讯员  翁嘉宾）

通达路道路设施荣获市“扁鹊杯”奖

大通路市政道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完工

处置消灭积水点  攻坚防汛薄弱点

严厉打击非法职介  净化暑期求职市场

图为讲师为全椒路社区党员们上党课。图为讲师为全椒路社区党员们上党课。

为进一步提升区域环境质量，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我区各级各单位结合夏季季节性特点，积极组织开展一

系列宣传、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消除安全隐患，提高

居民群众的安全意识。

加强宣传排查  保障居民安全加强宣传排查  保障居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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