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泗县常态化开展党员社区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泗县对党员志

愿者实行编队管理，实施党员“积分制”管
理机制，积极引导机关党员开展社区志愿
服务。 目前，全县所有社区设立“党员集结
站”，对党员志愿服务实行积分制管理，各
社区党组织对党员的表现及时管理，全程
跟踪，一站式办理党员报到手续。 去年以
来，泗县共发放党员志愿服务证1万余本。

泗县组建助残助老、民事调解、环境
治理、 社区文化等 10 大类志愿岗位，为
在职党员到社区服务打造平台。同时，由

社区党组织对报到党员实行编队管理，
利用 QQ 群、微信群等网络平台，组织党
员开展服务活动。 全县机关单位党员到
社区开展服务实现常态化。

该县持续深化 “居民点单、 社区下
单、党员接单 ”服务模式 ，组建医疗 、科
技、教育、文化、卫生“五合一”志愿联盟，
42 支志愿服务队、1000 余名志愿者走进
社区、养老院、福利院，开展医疗卫生、文
化娱乐、 环境卫生等服务志愿活动 500
多场次，受益老人、残疾人 350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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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为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使命， 进一步
提高金融消费者的权利意识、 风险责任
意识、消费者权益保护，构建和谐、诚信
的金融环境，近日，浦发银行合肥分行围
绕“权利·责任·风险”主题，为广大金融
消费者组织了一场为期一周的宣传教育
活动。

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
期间，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结合本次活动
口号“以人民为中心，增强金融消费者获
得感”，与辖属分支行加强联动，充分利
用各宣传平台， 积极营造出浓厚的宣传
氛围。

拓展覆盖面
多种形式线上宣传

为提高宣传效果，扩展宣传覆盖面，
引导消费者掌握金融知识、 提升防范风
险能力，3 月 15 日-21 日， 浦发银行线
上推出消费者权益保护主题海报， 聚焦
“金融消费者八项权益、存款保险、理财
知识、营销禁止”等主要内容，突出老年

客户容易涉及到的“盗取二维码、养生骗
局、电信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理财购买
误区、盗取验证码”等方面知识，并以多
组生动形象的漫画展现富有内涵的趣味
小故事， 倡导市民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与
能力，增强依法维权主动性。

合肥分行辖属阜阳分行还与公安机

关展开联合宣传活动， 增强群众的法制
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 3 月 16 日，合肥
分行辖属阜阳分行在颍州区公安局反电
诈中心的协助下，围绕活动主题，线下组
织青年志愿者在丽丰一品小区内为居民
讲解了一堂生动形象的“反假知识课”和
“存款保险知识普及课”。 同时通过阜阳
公众网视频号线上发布相关视频， 告知
市民防诈骗小技巧，增强自身辨识能力，
大大提升了宣传效果。

结合主题活动
线下普及金融知识

为了营造活动氛围，增强影响力，合
肥分行以银行营业网点作为宣传阵地，
张贴平面海报、摆放“3·15 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日” 活动宣传折页并设置咨询
台。 网点大堂经理在大厅内发放宣传折
页的同时， 还针对银行卡盗刷、 非法集
资、 金融诈骗等老百姓比较关心的问题
为客户答疑解惑。 此外，辖属蚌埠分行、
淮南分行等经营机构通过网点公示分行

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 普及金融消费知
识。 公示内容包括投诉电话、投诉渠道、
投诉处理流程及消费者申诉路径等。

辖属经营机构网点通过悬挂横幅或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 “权利·责任·风
险”“以人民为中心， 增强金融消费者获
得感”“树立理性消费观念， 谨防过度借
贷”等宣传口号，增强金融消费者风险意
识。

活动期间， 合肥分行辖属多个经营
机构的工作人员主动走出银行， 下沉社
区、街道开展宣传，包括蚌埠分行、阜阳
分行、滁州分行、铜陵支行等。 他们向来
往群众发放金融知识宣传折页， 普及防
范电信诈骗、关注信息安全等金融知识，
增强群众防骗意识。

聚焦重点人群
提升公众金融素养

3 月 12 日，辖属芜湖分行的工作人

员走进芜湖市赭山小学开展“3·15”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联合宣教活动。 从
讲解货币的历史、 认识人民币、 反假
币 、存款保险 、反洗钱等内容 ，到倡导
同学们增强防范假币风险、 树立爱护
人民币的思想意识， 芜湖分行为学生
们带来了一堂内容丰富、 生动有趣的
“人民币知识”课。

3 月 18 日， 辖属蚌埠分行携手蚌
埠公交集团开展金融知识宣教活动 。
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小分队在
120 路公交车上通过发放宣传折页、讲
解防范电信诈骗知识、 播放案例分析
短视频等方式向广大乘客特别是老年
人群体，全面、准确地讲解金融知识等
相关政策法规。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将以此次宣传活
动为契机，把金融知识普及工作常态化，
不断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各项工作制
度，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在践行社会责
任的同时， 以实际行动为和谐金融环境
的构建贡献力量。

浦浦发发银银行行合合肥肥分分行行
践行金融为民理念 开展““33··115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周活动

“3·15”保护消费者权益联合宣教活动现场。

浦发银行携手蚌埠公交集团进行宣传推广。浦发银行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金融知识宣传资料。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与公安机关开展联

合宣传活动。

基层组织纵贯到底 责任落实闭环管理

亳州探索“邻长制”提升治理效能
本报讯（记者 武长鹏）亳州市探索

加强邻长制基层组织体系建设， 把党的
工作延伸到社会治理的最基层、最深处，
建立起贯通“乡镇（街道）—村（社区）—
片—组—邻”，合纵连横、灵敏高效、通达
上下、 和谐左右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截至今年 1 月，全市各级共收到群众
反映问题 14797 件，帮助解决 14336 件。
近日，该市“邻长制”改革入选 2020 年度
全省十大改革案例。

2020 年 7 月， 亳州市总结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过程中织密疫情防控组织体系、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的做法，积极探索邻长
制基层组织体系建设，在村（社区）级组织
下，进一步划片分组设邻，实现村（社区）

联片、片联组、组联邻、邻联户。 该市将辖
区内居民小区、商务楼宇、街巷、商店、宾
馆、饭店、学校、机关、医院、养老院、企业
等各要素、人员全部纳入，做到人口、空间
全覆盖， 共划分 9222 个片、26812 个村
（居）民小组，并在每个村（居）民小组内
以临近居住的 5—15 户村 （居） 民为单
位，设立一邻，在全市划分出 107555 个
邻。 各地从村（社区）干部中选拔片长，由
村（居）民小组长担任组长，原则上从正
常生活居住在本组、邻内综合素质较好、
无违法犯罪记录、热心村（社区）事务、乐
于服务群众人员中选拔邻长，并分别为片
长、组长、邻长制定了上情下达、下情上
传、服务群众、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等 5条

工作职责。 片长、组长、邻长无工作报酬、
补助，相关单位需要“三长”配合工作时，
相应支付误工补贴。 “基层组织体系向下
纵贯到底，打通了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
理的‘最后一米’。 ”亳州市委组织部部长
秦凤玉告诉记者。

该市建立邻长制体系下的群众需求
响应机制，群众反映困难和问题，邻长须
在一定时间内回应， 暂时不能办结或超
出能力范围的， 及时提交镇街或相关职
能部门办理 ，形成了村 (居 )民线上 “吹
哨”、镇街和部门线下“报到”的局面。 同
时，亳州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反
映、处理、督办、反馈”的责任闭环管理办
法，建设起邻长信息平台，方便居民通过

扫描二维码快速反映问题。 在信息管理
平台， 当某一邻群众反映的诉求和问题
未解决并出现累积时， 该区域的电子地
图会自动依据问题积累变量， 调整预警
级别颜色，提醒邻长更好地作为，警示镇
街及相关部门精准施策、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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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需要各
类主体共同参与， 而党的领导始终是根
本保证。亳州市推行“邻长制”，把党的工
作延伸到社会治理最基层， 同时引导基
层群众积极参与，着力构建“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了基层社会
治理效能的提升。

3 月 28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百余株晚樱全部开放，恰逢该校“溯风”
传统文化月开幕，引来众多学生、市民赏花。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樱花绽放校园美

田间创业传递增收“金钥匙”
■ 本报通讯员 常开胜

本报记者 柏松

3 月 31 日一大早，记者来到凤台县
朱马店镇现代农业示范园枣蜜桃基地
时， 负责人孙小所正带领工人为桃树压
枝定型。这些桃树将在一周后挂果，预计
6 月 20 日前后可上市，比去年销售时间
提前 10 天左右。

“枣蜜桃是一种高档水果，无绒毛、
椭圆形、味纯甜、抗病能力强，很受消费
者欢迎。 ”孙小所告诉记者。

2017 年，孙小所在浙江做水果批发
生意，第一次接触到枣蜜桃，当时市场零
售价每公斤 35 至 50 元。看准这一商机，
他于 2018 年返乡创业，在凤台县钱庙乡
长郢、关庄等村流转 30 多亩土地进行试
种，当年便获得成功。

为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带领更多乡
亲种植枣蜜桃增收致富，孙小所又从朱马
店镇联民村流转 120 亩土地种植 3 万株

枣蜜桃树，今年扩大至 150 亩，成为淮南
市规模最大的枣蜜桃种植基地。他还与湖
南安江农业学校建立技术合作关系，采取
避雨种植方式， 同时在林下种植瓜果蔬
菜、养殖土鸡，增加单位面积产出率。

在孙小所的带动下，朱马店、钱庙、
丁集等乡镇农民纷纷种植枣蜜桃， 目前
全县枣蜜桃种植面积达 300 亩， 产品远
销北京、上海、沈阳、广州、浙江等地。

在枣蜜桃基地内，50 多岁的周才英
正忙着给田间锄草。 “劳动强度不大，而
且又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周才英
说，村里还有 30 多名留守妇女在这里就
业，每人月工资收入 2000 多元，成熟采
摘高峰期，这里每天用工可达 50 多人。

孙小所告诉记者， 他还在广西、湖
南、浙江、山东等省区市建立了合作生产
基地，并与北京、上海等地客商建立了供
销关系，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品牌、
统一销售，把增收致富“金钥匙”传递给
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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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吴彬

孙照柱）3 月 31 日， 铜陵市
消保委联合安庆、 马鞍山、
芜湖、宣城、池州、黄山市消
保委共同发布消费提示，提
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汽车
时切实提升依法维权意识，
避免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
要选择合适的汽车经销商。
购车时应尽量选择技术成
熟、 售后服务网点多、 信誉
好、规模大的销售企业，避免
在一些无维修保养资质、仅
具备中介性质的汽车代销商
处购买车辆。 同时要了解清
楚自身的实际需求， 不要轻
信一些代购商的广告宣传，
尤其要警惕一些代购商的报
价低于 4S店，甚至低于网上
指导价的情况。 不要轻易被
销售人员诱导而冲动消费，
甚至当场交付定（订）金。 消
费者购车时， 一定要与经营

者签订详细的书面合同。不要轻信销售人
员的口头介绍与承诺，必须将可能存在争
议的事项及时以书面方式在购车合同中
注明。 警惕霸王条款，依法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此外，消费提示还提醒消费者要做
好提车检查，保留相关凭证。

《铜陵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施行
本报讯（记者 林春生）4 月 1 日起，

《铜陵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开始实
施，进一步加强扬尘污染防治。

该项立法经铜陵市第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后，报
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办法》采取不完

全列举的方式，依据扬尘污染产生的原
因对其定义和范围进行界定，突出扬尘
污染防治的全链条管理、 全过程控制，
对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职责、 防治措施、
监管措施、法律责任等作了详细的制度
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