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故事

回乡创业不忘乡亲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黄涛

“我要恪守退伍不退志、退伍不褪色
的誓言，保持军人本色。”近日，正在车间
里检查产品质量的祖国伟说。

1987年出生的祖国伟， 是亳州市谯
城区华佗镇道东村祖杨庄人。 2006 年考
入九江学院，2008 年报名应征入伍。 两
年的军人经历， 让他从一个男孩成长为
一个男子汉，培养出坚韧、果敢、正直、阳
刚的品格。

大学毕业后， 祖国伟回到亳州跟着
父亲经商。 正值家乡打造世界中医药之
都，他将目光瞄向中药材，谋划经营花草
茶行业。 与几个年轻人合伙申请营业执
照、注册商标……“青春塘”花草茶品牌
正式创建。

创业初期，公司遇到了各种困难，但
祖国伟从未畏惧。 “他时常唱着军歌，激

励大家前行。 ”合伙人郭蒋杰说，在产品
研发上，祖国伟亲力亲为，为改进花草茶
配方，他连续喝同一种口味的花草茶。经
多年的积累和钻研 ，2020 年 ，“青春塘 ”
发展成为拥有员工 200 多人、 办公面积
1600 平方米、 年销售收入 4000 多万元
的较大规模花草茶企业。

“在这里务工，离家近，既不耽误农
活， 也不耽误接送孩子上学， 老板还管
饭。 ” 在祖国伟公司务工的村民许艳华
说，她是春节后来“青春塘”上班的，月收
入 3000 多元。在这里上班的大都是附近
村民，农忙时可回家种田，农闲时务工，
不需要按时上班，多劳多得。

“祖国伟在部队时将青春奉献给了国
防事业，脱下军装回乡创业回报乡亲，成
了脱贫致富的领路人。”华佗镇道东村党
委书记李树清说。

2020 年 6 月，祖国伟被评为亳州市
“优秀返乡创业人才”。

·健康顾问·

萧县综合施策培育文明乡风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兰

凯）近年来，萧县健全制度机制，完善“实
践中心—实践所—实践站” 三级网络体
系, 依托文明实践所（站），综合施策，着
力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助推乡
村振兴。

萧县通过媒体宣传、邀请专家解读、
绘制专题文化墙、 乡村大喇叭播放等方
式，加大移风易俗宣传力度。依托本地文
化资源，编排展演移风易俗戏曲、小品，
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 让文明婚
嫁深入人心。 2020 年以来，萧县已涌现
“零彩礼”婚嫁典型 50 余例。

该县推广村级移风易俗服务中心建

设，建立完善“一约四会”制度，做到事前
申报、事中监督、事后跟踪，通过提升村
级自治管理水平，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发
挥《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强化村民自治
组织协调，礼遇和激励示范典型，形成文
明乡风鲜明价值导向；挖掘孝文化资源，
开展“孝善之星”评选，组织孝善典型现
身说法，引导、激励村民孝老敬老，传承
良好家风。

该县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
化建设，县、乡、村三级“文化云”现已建成
并能为群众提供线上、 线下优质文化服
务。全县 23个乡镇文化站、263个村级“两
室一场”现已全面建成并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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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中化农业（安徽）粮谷有限公司拟租用以下企业仓库（第一批次）开展 2021 年夏
季小麦收购，具体名称见下表。

以下库点仓库收储的小麦，货权均属中化农业（安徽）粮谷有限公司所有，所有
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我司收购的小麦进行非法抵押、擅自动用，否则将承
担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2021 年 6 月 22 日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市县 详细地址 仓号

1 含山县南方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含山县 陶厂镇新街南 73 号 1、2、3、4、5、7、8、9、10
2 安徽大森粮油有限公司 蚌埠市秦集镇 秦仁路 216 号 3、4、5

乡村大喇叭传递“好声音”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谭敏

“乡亲们，上课啦！ 今天我给大家
讲的内容是 ：视死如归 、被敌人残忍
杀害的巾帼英雄胡之光烈士的革命
故事……”6 月 18 日中午 11 点，淮南市
潘集区贺疃镇 14 个村的 194 个 “大喇
叭”再次准时响起，一个个党史故事通过
广播员的讲述传到了乡亲们的耳边。

为了准确、及时地把党的“好声音”
传进千家万户，潘集区 178 个村（社区）
党支部利用村级大喇叭广播，采取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乡村”宣讲活动。

“农村高音喇叭覆盖面广、 操作性
强、使用灵活方便，我们安排专职人员
精心挑选党史小知识、党史故事、红色
歌曲等内容，向村民按时播送，村民足
不出户就能收听党史学习内容。 ”潘集
区委书记宋立敏告诉记者， 全区各乡
镇（街道）还结合区情、镇（乡）情，邀请
老党员通过乡村大喇叭讲述发生在潘
集的党史故事。

“从大喇叭里听着党的历史，仿佛
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我为自己

是一名共产党员而自豪！ ”在潘集区贺
疃镇李庄村，今年 88 岁、有 55 年党龄
的退役军人李茂祥说。

当年， 李茂祥在实战训练中为掩
护战友受伤而失去双手 ， 使用手机 、
收音机 、电视机都不方便 。 每当村里
的大喇叭响起 ， 他都会认真收听 ，也
经常结合自己保家卫国的从军经历
讲解党史。

“讲秸秆禁烧，讲机械插秧，讲病虫
害防治， 村里的大喇叭很受群众欢迎。
如今，大喇叭每天宣讲党史，每次 30 分
钟。 ”贺疃镇塘东村党总支书记刘全坤

说，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田间地头，党
员群众随时随地都能学习到党史理论
知识，聆听红色歌曲、党史故事，在潜移
默化中对党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一个个感人的党史故事 ， 一首首
悠扬的红色歌曲 ，遍布全区各村 （居 ）
的乡村大喇叭传递出党史学习 “好声
音”，让党史走进百姓心里。 潘集区利
用大喇叭播放党史故事 、进行党史宣
讲 ， 使群众在家就能接受党史教育 、
丰富党史知识 ，让党史教育 “飞入寻
常百姓家 ”， 将党的声音传送到基层
每个角落、每个百姓的心坎上。

职工参与监督 收入分配透明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刘海燕

“职工每月工资奖金分配，都邀请纪
委、群团科、劳资科、经管科人员和民主
监督员全程参与，确保公开透明。分配结
果第一时间‘上墙’‘上网’，接受广大职
工监督。 大家气顺了、心畅了，干劲也更
足了。 ”日前，皖北煤电钱营孜矿采煤区
办事员丁朝阳对记者说。

为杜绝收入分配中的暗箱操作，钱
营孜矿加大监督力度， 由相关部门人员
组成工资分配督查组，审查工资、奖金分

配方案是否合理、合规，查看工资、奖金
分配是否公开，分配结果是否属实，手续
是否齐全。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处理不
手软。近 3 年来，该矿先后有 3 名队长触
红线被免职。

该矿各区队还聘请若干名民主监
督员，每月和相关部门人员一起会审工
资分配情况，还经常性查看每班的工分
记录，发现工分有问题都能够及时得到
解决。

“每次参与分配都会睁大眼睛，绝不
允许出现随意记工分的情况。 因为我背
后是几百名职工的利益。 ”钱营孜矿采煤

区民主监督员高擎说。
工分经每名民主监督员审核后，通

过微信发给工友， 让他们自行再核对一
遍，做到人人心中有一本“明白账”。 同
时， 各基层区队每月还会召开工资收入
分配会议， 职工可以结合自己上月工作
情况，对自己的工资明细进行逐条对照，
发现错误随时予以纠正。 如果职工对工
资分配有意见， 可以随时向上级领导或
纪委申诉。 该矿在各个采煤区的显眼位
置，设立了“工资日清日结公开栏”，每天
都会“晒”职工出勤、工分、工资等情况，
方便职工随时核对查看、相互监督，也促

进了职工比学赶超， 进一步提高他们的
工作积极性。

“在工资分配上，我们严格遵循出勤
多的高于出勤少的、 下井多的高于下井
少的、 迎头工作面艰苦岗位高于后路辅
助岗位、大工高于小工的‘四高’原则，工
分工资分配实现了量化、细化，真正让技
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 ”钱营孜矿采煤
区负责人说。由于干好干坏不一样，矿上
一些岗位出现了从“找人干活”到“抢着
干活”的转变。

“以往在记工分和工资奖金分配上，
或多或少存在打‘印象分’和‘感情分’的
现象。现在这一过程被置于阳光之下，暗
箱操作没了空间。收入分配公开公正，成
为企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和干部员工
干事创业的‘助推器’。 ”皖北煤电集团纪
委负责人对记者说。

池州提升残疾儿童救助实效
本报讯（记者 徐建 见习记者 阮孟

玥）近日，池州市阳光康复中心收到当地
6 家企业捐赠的 42000 元助学资金 ，用
于补充教学教具、 开展户外活动以及为
学生提供生活补贴。 池州市扎实推进惠
残民生工程，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康复机
构，参与助残服务，提升残疾儿童康复民
生工程实施效果。去年，省级任务要求为
246 名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
练救助， 该市实际完成 353 人， 完成率
143.5%，实现残疾儿童康复应助尽助。

近年来，池州市凝聚社会力量，提升
残疾儿童救助实效。 各地根据残疾儿童

数量、分布状况、康复需求等情况，制定康
复机构设置规划，将康复机构设置纳入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并鼓励社会力量举
办多种形式的康复机构。目前，该市设有 4
家定点康复机构，5年来，共实施贫困残疾
儿童抢救性康复 1600名。 其中，民办公益
机构池州市阳光康复中心在 2020 年至
2021年间就接收了听障、智力障碍和孤独
症三类适龄儿童共 55名。

该市出台配套政策，为听力、言语、
肢体、 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康
复提供每人每年度 15000 元的救助，并
分别提供半年至 10 个月的康复训练。

合肥高新区推进政务服务“就近办”
本报讯（通讯员 马枝青 记者 汪永

安）6 月 17 日，合肥高新区政务服务“就
近办”蜀麓分厅和 7×24 中国声谷分厅启
用。 目前，合肥高新区已经在各社区、产
业园区投放自助设备 20 余台，建设政务
服务自助分厅 4 个， 设立不动产查询打
印、社保查询打印、企业注册一体化及政
务服务查询等自助设备， 首批 112 个政
务服务就近可办， 秒批秒办， 能满足企
业、群众日常办事需求。

近年来， 合肥高新区在优化营商环
境方面持续发力，出台“营商环境领跑计
划”，实施“一窗通办”改革，大力推进政

务服务“就近办”和 7×24 小时政务服务
大厅“不打烊”自助服务。 新投入使用的
中国声谷 7×24 自助服务分厅启动了不
动产查询打印一体机等 3 台政务自助设
备。“‘就近办’分厅和便民网点建设旨在
打通为民为企服务‘最后一公里’，满足
企业、群众家门口就近办理业务需求。 ”
合肥高新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市民戴婷婷在蜀麓办事大厅登录社
保一体机， 现场查询了公司职工的社保
缴费情况。“之前查询社保信息要去政务
区市社保中心，来回开车近两个小时，现
在只要五分钟。 ”戴婷婷说。

专家建议：儿童运动项目不宜成人化
据新华社电（记者 帅才）开设蹦床

兴趣班、给幼儿进行“叠罗汉”训练、市场
上随处可见的儿童攀岩训练营……记者
调查发现， 许多培训机构推出了一些成
人化的儿童运动项目， 练习者低龄化趋
势明显。

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科门急诊主任曾
赛珍告诉记者，近年来，儿科接诊的运动
损伤的患儿增加，其中有儿童在练习蹦床
时不幸发生关节严重损伤。 需要注意的
是，青少年、儿童的骨骼相对于成人骨骼
来说更柔软，在进行一些激烈运动时更容

易骨折变形。 幼童盲目进行蹦床培训容易
造成肘关节和踝关节损伤，不建议10岁以
下的孩子选择蹦床、“叠罗汉”等运动项目。

湖南省人民医院关节与运动医学科
康复治疗师王洪涛建议， 对于小学生和
幼儿园儿童， 应该结合自身生长发育特

点， 选择一些提升平衡感和灵敏度的运
动，如慢跑、跳绳、仰卧起坐、抛球、踢球、
丢沙包、健身操等，不宜进行举重等负重
训练，也不宜选择拉丁舞、蹦床等成人化
的运动项目。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儿科副教授陈
志衡建议，暑期即将来临，青少年、儿童
要格外注意运动安全，不要游野泳，也不
要在酷暑时节进行激烈的户外运动，儿
童在运动前，要注意热身、运动量和运动
保护，以免造成运动损伤。

6 月 18 日，安徽向日葵公益助学服务中心志愿者赶赴旌德县最大的留守儿童
之家———旌德县启航学校，送上 1000 余册优秀少儿读物，并邀请专业心理老师，为
孩子们送上一堂心理辅导课程。 志愿者们还与孩子们互动欣赏世界名画。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关关爱爱留留守守儿儿童童

安
徽
商
贸
职
业
学
院
全
国
大
赛
获
佳
绩

本报讯（记者 沈宫
石）6 月 18 日至 19 日 ，
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 “电子
商务技能” 赛项在安徽
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举
办。经过激烈角逐，安徽
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广
西职业技术学院、 襄阳
职业技术学院 3 支参赛
队荣获一等奖 ，3 支参
赛队指导教师荣获 “优
秀指导教师”奖。

本次大赛是财经商
贸类电子商务专业规格
最高、水平最高、参与范
围最广的一项全国性赛
事， 也是全国高职院校
电子商务技能相关专业
人才培养成果集中展示
的一次盛会。

大赛高职组电子商
务技能赛项对接产业前
沿技术 ， 来自 31 个省
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的 32 支参赛队 128 名选手围绕网店
直播营销、网店开设装修、网店运营推
广竞赛内容， 比拼数据分析、 视觉营
销、营销策划等能力，展示职业道德、
职业素养、技术技能水平和创业能力。

阜阜阳阳科科技技馆馆试试运运行行

6 月 18 日， 阜阳市科技馆
开馆试运行。该馆设有“序厅、科
学乐园、智慧创造、我与我家、天
地之间” 五大常设展厅 ， 另有
VR/AR 体验区、消防展示区和
青少年创客活动室，共计 268 套
（台）科普展品。

特约摄影 王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