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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宣城市坚持以
习近平总书记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导，统筹谋划、精心部署、强力
推进，努力做到学习教育有深度、实践活动
有力度、自选动作有亮度、氛围营造有浓度，
党史学习教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发挥红色资源优势。 重点挖掘新四军
在泾县的红色历史资源， 组织党史专家对
新四军党史资料进行研读、审阅，对历史遗
迹、 文物进行实地勘察， 加强研究阐释力
度， 深入挖掘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开设
《云岭三年 》《皖南事变及其历史启示 》《新
四军精神的基本内涵》等专题精品课程，打
造新四军特色教学课堂。 建立中共中央东
南局、新四军政治部旧址、皖南事变烈士陵
园等现场教学点 ，组织编印 “云岭烽火 ”党
领导的新四军画册、“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
新四军精神”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宣传
册，编印《新四军故事汇》等书籍画册，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新四军精神 ”云直播
月活动，累计受众超 31 万人次。 开展“四一
四百”实践活动，即一个新四军文艺创作基
地、一部皖南花鼓戏《高高的云岭》、一部纪
录片 《浴血茂林 》、一次 “新四军精神 ”研讨
交流会，百村共唱红色革命歌曲、百人共创

红色文艺作品、百人共讲红色故事、百村共
绘乡村振兴画卷，其中皖南花鼓戏《高高的
云岭》 已成功入选 2021 年度安徽省戏剧创
作孵化计划项目。

聚力延伸产品打造。 一是多元化打造
“青少年产品 ”，把青少年作为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点 。 印发 《宣城市中小学生党史学
习教育实施方案 》， 将党史学习教育列入
全年教育教学计划 ， 明确校园党史宣讲 、
中学生党史小论文评选 、少幼儿书画大赛
等 15 项具体活动 。 不断拓展学习教育方
式， 将 162 辆校车打造成 “流动党史小课
堂”、开设党史主题微团课等。 郎溪县打造
校车 “流动党史小课堂 ”，通过移动课堂 ，
向学生们讲述党史小故事 ，建设流动红色
文化阵地。 广德市打造青少年党史学习教
育“指尖 、情境 、实践 ”三个课堂 。 目前 ，已
发动 4.6 万名团员 、10.3 万名少先队员参
与党史学习教育 ，“青年大学习 ”参学率超
75%。二是规范化打造“阵地产品”，将红色
资源串 “点 ”成 “线 ”，开辟党史学习教育精
品红色 “线路 ”30 多条 。 泾县依托国家 4A
级景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和皖南事
变烈士陵园 、王稼祥事迹陈列馆 、茂林赤
坑山蜜蜂洞等著名红色景点 ，打造成 “传

承红色基因 、弘扬新四军精神 ”党史学习
教育精品路线 。 广德市依托党建公园 、英
烈山烈士陵园 、月克冲纪念馆等 “红色地
标”，打造“行走的红色课堂”。 郎溪县深挖
三桥 （毕桥 、沙桥 、夏桥 ）红色资源 ，打造
“一园 、三馆 、三阵地 ”格局 ，创新打造党性
锤炼实境课堂 。 三是优质化打造 “学习产
品”。 坚持以上率下带头学，市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通过 “理论学习+现场学习+研讨交
流 ”等方式开展党史专题学习 5 次 。 坚持
台上台下生动学 ，创作舞蹈 《星星之火 、可
以燎原 》、快板 《学党史弘扬黄高峰精神 》
等文艺类产品。 开发《用一生坚守的初心》
《把一切献给党 》《皖南的怀念 》《最后一发
子弹留给自己 》等微党课 。 举办 《云岭烽
火———党领导的新四军 》专题陈列展 。 四
是分众化打造 “宣讲产品 ”，针对青少年 、
老干部 、农村党员 、非公党员等不同类型
受众 ，分类施策 ，开展 “举旗帜 、送理论 、讲
党史 ”宣讲活动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 （所 、站 ），构建 “中心 、所 、站 、点 ”四级宣
讲全覆盖学习教育网络。 旌德县邀请村支
部书记用 “土话 ”进行授课 ，通过 “土话 ”宣
讲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内容 。 提升宣讲效
果 ，绩溪县在 FM91.9 广播开设 《融融带你

学党史 》栏目 ，采用 “互联网+宣讲 ”方式 ，
扩大受众范围。 宣城市区 150 座公交电子
站牌、385 辆公交车 、999 辆出租车 24 小时
滚动播放党史宣传标语 ，打造 “红色党史
课堂 ”，做到城乡全覆盖 。 目前 ，以面对面
形式共计开展宣讲 1700 余场， 受众超 9.1
万人次。

高效转化学习成果。 组织市本级 4800
余名党员干部，走访 39000 余户家庭 ，征集
意见 1187 条 ，梳理整合 ，结合市政府民生
实事和民生工程， 围绕党史学习教育进一
步梳理、初步形成 906 条待办事项，每月调
度推进， 对账销号。 发布首批民生项目清
单 ，通过入户走访 、网络征集 、市长信箱等
渠道收集民生事项， 确立 11 条民生项目，
加强社会公开力度， 接受群众监督。 通过
“坐出租、乘公交”调查了解社情民意情况，
共收集社情民意 255 条，全部分类交办。 依
托融媒体平台，累计受理听众热线、微信问
题等 280 件，回复率达 100%。 围绕房地产
领域历史遗留 “办证难 ”问题 ，进一步梳理
任务清单，以“四个清零”标准（首次登记清
零 、已制证书清零 、补缺项目清零 、尚未完
成治理的项目清零），推动首次登记完成率
实现 100%。

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作用
推深做实党史学习教育

宣州区
找准“小切口” 解决“大民生”

“感谢你们帮我挽回损失！ ”5 月 25 日，宣城市公安局
宣州分局鳌峰派出所民警荣华健收到了辖区居民葛某某家
人送来的锦旗。 葛某某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今年 2 月，他通
过网络聊天软件认识了张某，聊天中，张某提出想和葛某某
处对象，拉近二人距离，逐渐取得了葛某某的信任。 后张某
不断编造理由、虚构事实，多次骗取葛某某钱财，共计四万
余元。

案发后，宣州分局很快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的身份，
鳌峰派出所民警快速赶赴江苏省将其抓获。破案后，办案民
警荣华健不忘追赃挽损，通过当地派出所协作，张某退还了
部分赃款。

“孩子被诈骗几万块钱，是我一年多的工资，真想不到
还能追回来。 警方非常给力，我们家属非常感谢，就想到送
锦旗表达我们全家的心意。 ”葛某某的母亲范女士说。

这是宣州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个缩
影。为推深做实党史学习教育，宣州区把群众满意作为评判
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
从实处发力， 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事的实
际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这起案件是单人单起、点对点的电信诈骗案，破案是
我们的职责所在，也离不开当地公安机关的协作。 ”办案民
警荣华健告诉记者，“现在正是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期间，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努力提高为民办事能力，打
击违法犯罪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为被害人退赃挽损。 ”

广德市
优化公交线路 “烦心事”变“暖心事”

5 月 27 日，广德市四合乡“我为群众办
实事” 意见征集箱内投来了一封建议信 ，
“我是马鞍山上的居民，因没有直达马鞍山
的公交车，我每次都只能先坐到大峡谷站，
再从大峡谷站坐到马鞍山。 这样一来，就耗
费了大把时间；而且，我腿脚不便，坐到马
鞍山站后还需要徒步 30 分钟才能到家，恳
请政府能优化公交线路、增设公交站点，保
障马鞍山上的居民出行”。

收到来信后，四合乡立即组织党史办、
农路办等部门，深入走访群众，详细了解情
况，耿村村马鞍山因地理位置偏僻、山路崎
岖、人口较少，一直未通公交，工作人员走
访中发现，马鞍山留守老人多，出行确实不
便。 走访结束后，农路办立即对接市公交公
司，及时安排选点建站、线路优化、车辆协
调、站牌更新等各项工作。

在公交公司等部门的协同推动下 ，6

月，四合乡优化四合至马鞍山的公交线路，
由原先的一条线路增至两条线路， 单趟里
程新增 2.5 公里，日发班次新增 18 次。解决
了周边群众“出行难”的问题，完善了公交
基础设施，夯实了安全行车保障。 “真是太
方便了， 公交车直通家门口， 便利我们出
行，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啊！ ”马鞍山上的居
民胡玉兵说道。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在调
研走访中发现很多马鞍山居民在乘坐公交
车时非常不方便， 经过多次召开村民组会
议协商后，针对实际情况，对部分公交线路
进行了调整。 目前，我们已经通过在车站张
贴告示、 村民组微信群通知等方式提前向
群众下发了改线通知。 下一步，我们还将不
断优化乡内各条公交线路， 解决群众出行
‘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合乡农路办负责人
汪维介绍。

郎溪县
解病痛 送健康

近日，记者来到郎溪县飞鲤镇三溪村卫生室，飞鲤镇卫
生院联合县域医共体医护人员正在为村民免费进行健康咨
询、宣讲健康知识，吸引了周边不少村民前来参加。

“大妈，您血压太高了，需要立即进行身体检查，接受专
业正规治疗。 ”72 岁的村民胡明花前来测量血压，因测量的
血压过高，医生仔细询问了她的身体状况。在与胡大妈的交
谈中，医护人员获悉，胡大妈因行动不便，自己很难到医院
治疗。于是，医护人员立即用“健康直通车”公共卫生车将其
送到郎溪县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治疗。

郎溪县医院为她开通了就医绿色通道， 由义诊医生全
程陪同体检并快速办理入院手续，并请学科主任为她会诊。
出院后，医护人员还入户随访。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服
务，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真实惠。”胡大妈告诉记者。

学习党史，重在力行。 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飞鲤
镇卫生院坚持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推动医院中心工作结合起
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实践活动。为更有针对性地
服务群众，该卫生院党支部结合辖区实际情况，与村卫生室
组建了党员先锋医疗队，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健康知识进万
家”巡讲、义诊活动。

泾县
供电服务保民生

“我提交了动力电申请 ，很快就通
过了，让我的杀青机、压扁机能派上用
场！ ” 在重要茶叶产区泾县汀溪乡，56
岁的茶农鲁永根过去都是烧柴制茶，一
个茶季要烧掉 1000 多斤干柴， 泾县供
电部门得知他购买了全电杀青机和压
扁机后，及时推出“先申请办电后补办
材料”服务，高效迅捷办成鲁永根的动
力电申请。 截至茶季到来前 ， 汀溪乡
2000 多户茶农中， 已有超过 1500 户通
上了动力电。

“针对茶季用电陡增 、阶段供电能
力不足的突出问题， 县供电部门通过
‘项目+运维’双管齐下，投入专项资金
用于茶区电力项目改造提升，并完成汀
溪、茂林、蔡村等主要产茶区 20 台配变
的增容改造，黄田、涌溪等处线路运维
改造 ， 累计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线路

11.8 公里。 ”泾县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

泾县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强化“办电、保电、用电”三大
领域建设，持续提升群众用电便捷率和
满意度。

创新建设“客户+物业+供电公司”
的办电渠道， 主动建立物业办电服务
点试点，上门解决客户用电问题，实现
减时间、简流程、降成本。 2021 年 2 月
起，泾县供电部门对县域内 10 千伏及
以上高压业扩流程中用户交互环节开
通预约服务；对大中型企业，成立由客
户经理、专业人员组成“1+N”服务团队
开展联合服务 ，提供接电 “一条龙 ”服
务； 对小微企业， 由客户经理上门服
务 、现场对接 、拟定方案 ，实现一次上
门、一次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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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夯实了安全行车保障。 “真是太
方便了， 公交车直通家门口， 便利我们出
行，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啊！ ”马鞍山上的居
民胡玉兵说道。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在调
研走访中发现很多马鞍山居民在乘坐公交
车时非常不方便， 经过多次召开村民组会
议协商后，针对实际情况，对部分公交线路
进行了调整。 目前，我们已经通过在车站张
贴告示、 村民组微信群通知等方式提前向
群众下发了改线通知。 下一步，我们还将不
断优化乡内各条公交线路， 解决群众出行
‘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合乡农路办负责人
汪维介绍。

郎溪县
解病痛 送健康

近日，记者来到郎溪县飞鲤镇三溪村卫生室，飞鲤镇卫
生院联合县域医共体医护人员正在为村民免费进行健康咨
询、宣讲健康知识，吸引了周边不少村民前来参加。

“大妈，您血压太高了，需要立即进行身体检查，接受专
业正规治疗。 ”72 岁的村民胡明花前来测量血压，因测量的
血压过高，医生仔细询问了她的身体状况。在与胡大妈的交
谈中，医护人员获悉，胡大妈因行动不便，自己很难到医院
治疗。于是，医护人员立即用“健康直通车”公共卫生车将其
送到郎溪县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治疗。

郎溪县医院为她开通了就医绿色通道， 由义诊医生全
程陪同体检并快速办理入院手续，并请学科主任为她会诊。
出院后，医护人员还入户随访。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服
务，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真实惠。”胡大妈告诉记者。

学习党史，重在力行。 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飞鲤
镇卫生院坚持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推动医院中心工作结合起
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实践活动。为更有针对性地
服务群众，该卫生院党支部结合辖区实际情况，与村卫生室
组建了党员先锋医疗队，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健康知识进万
家”巡讲、义诊活动。

泾县
供电服务保民生

“我提交了动力电申请 ，很快就通
过了，让我的杀青机、压扁机能派上用
场！ ” 在重要茶叶产区泾县汀溪乡，56
岁的茶农鲁永根过去都是烧柴制茶，一
个茶季要烧掉 1000 多斤干柴， 泾县供
电部门得知他购买了全电杀青机和压
扁机后，及时推出“先申请办电后补办
材料”服务，高效迅捷办成鲁永根的动
力电申请。 截至茶季到来前 ， 汀溪乡
2000 多户茶农中， 已有超过 1500 户通
上了动力电。

“针对茶季用电陡增 、阶段供电能
力不足的突出问题， 县供电部门通过
‘项目+运维’双管齐下，投入专项资金
用于茶区电力项目改造提升，并完成汀
溪、茂林、蔡村等主要产茶区 20 台配变
的增容改造，黄田、涌溪等处线路运维
改造 ， 累计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线路

11.8 公里。 ”泾县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

泾县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强化“办电、保电、用电”三大
领域建设，持续提升群众用电便捷率和
满意度。

创新建设“客户+物业+供电公司”
的办电渠道， 主动建立物业办电服务
点试点，上门解决客户用电问题，实现
减时间、简流程、降成本。 2021 年 2 月
起，泾县供电部门对县域内 10 千伏及
以上高压业扩流程中用户交互环节开
通预约服务；对大中型企业，成立由客
户经理、专业人员组成“1+N”服务团队
开展联合服务 ，提供接电 “一条龙 ”服
务； 对小微企业， 由客户经理上门服
务 、现场对接 、拟定方案 ，实现一次上
门、一次送电。

宣州区
找准“小切口” 解决“大民生”

“感谢你们帮我挽回损失！ ”5 月 25 日，宣城市公安局
宣州分局鳌峰派出所民警荣华健收到了辖区居民葛某某家
人送来的锦旗。 葛某某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今年 2 月，他通
过网络聊天软件认识了张某，聊天中，张某提出想和葛某某
处对象，拉近二人距离，逐渐取得了葛某某的信任。 后张某
不断编造理由、虚构事实，多次骗取葛某某钱财，共计四万
余元。

案发后，宣州分局很快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的身份，
鳌峰派出所民警快速赶赴江苏省将其抓获。破案后，办案民
警荣华健不忘追赃挽损，通过当地派出所协作，张某退还了
部分赃款。

“孩子被诈骗几万块钱，是我一年多的工资，真想不到
还能追回来。 警方非常给力，我们家属非常感谢，就想到送
锦旗表达我们全家的心意。 ”葛某某的母亲范女士说。

这是宣州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个缩
影。为推深做实党史学习教育，宣州区把群众满意作为评判
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
从实处发力， 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事的实
际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这起案件是单人单起、点对点的电信诈骗案，破案是
我们的职责所在，也离不开当地公安机关的协作。 ”办案民
警荣华健告诉记者，“现在正是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期间，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努力提高为民办事能力，打
击违法犯罪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为被害人退赃挽损。 ”

广德市
优化公交线路 “烦心事”变“暖心事”

5 月 27 日，广德市四合乡“我为群众办
实事” 意见征集箱内投来了一封建议信 ，
“我是马鞍山上的居民，因没有直达马鞍山
的公交车，我每次都只能先坐到大峡谷站，
再从大峡谷站坐到马鞍山。 这样一来，就耗
费了大把时间；而且，我腿脚不便，坐到马
鞍山站后还需要徒步 30 分钟才能到家，恳
请政府能优化公交线路、增设公交站点，保
障马鞍山上的居民出行”。

收到来信后，四合乡立即组织党史办、
农路办等部门，深入走访群众，详细了解情
况，耿村村马鞍山因地理位置偏僻、山路崎
岖、人口较少，一直未通公交，工作人员走
访中发现，马鞍山留守老人多，出行确实不
便。 走访结束后，农路办立即对接市公交公
司，及时安排选点建站、线路优化、车辆协
调、站牌更新等各项工作。

在公交公司等部门的协同推动下 ，6

月，四合乡优化四合至马鞍山的公交线路，
由原先的一条线路增至两条线路， 单趟里
程新增 2.5 公里，日发班次新增 18 次。解决
了周边群众“出行难”的问题，完善了公交
基础设施，夯实了安全行车保障。 “真是太
方便了， 公交车直通家门口， 便利我们出
行，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啊！ ”马鞍山上的居
民胡玉兵说道。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在调
研走访中发现很多马鞍山居民在乘坐公交
车时非常不方便， 经过多次召开村民组会
议协商后，针对实际情况，对部分公交线路
进行了调整。 目前，我们已经通过在车站张
贴告示、 村民组微信群通知等方式提前向
群众下发了改线通知。 下一步，我们还将不
断优化乡内各条公交线路， 解决群众出行
‘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合乡农路办负责人
汪维介绍。

郎溪县
解病痛 送健康

近日，记者来到郎溪县飞鲤镇三溪村卫生室，飞鲤镇卫
生院联合县域医共体医护人员正在为村民免费进行健康咨
询、宣讲健康知识，吸引了周边不少村民前来参加。

“大妈，您血压太高了，需要立即进行身体检查，接受专
业正规治疗。 ”72 岁的村民胡明花前来测量血压，因测量的
血压过高，医生仔细询问了她的身体状况。在与胡大妈的交
谈中，医护人员获悉，胡大妈因行动不便，自己很难到医院
治疗。于是，医护人员立即用“健康直通车”公共卫生车将其
送到郎溪县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治疗。

郎溪县医院为她开通了就医绿色通道， 由义诊医生全
程陪同体检并快速办理入院手续，并请学科主任为她会诊。
出院后，医护人员还入户随访。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服
务，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真实惠。”胡大妈告诉记者。

学习党史，重在力行。 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飞鲤
镇卫生院坚持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推动医院中心工作结合起
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实践活动。为更有针对性地
服务群众，该卫生院党支部结合辖区实际情况，与村卫生室
组建了党员先锋医疗队，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健康知识进万
家”巡讲、义诊活动。

泾县
供电服务保民生

“我提交了动力电申请 ，很快就通
过了，让我的杀青机、压扁机能派上用
场！ ” 在重要茶叶产区泾县汀溪乡，56
岁的茶农鲁永根过去都是烧柴制茶，一
个茶季要烧掉 1000 多斤干柴， 泾县供
电部门得知他购买了全电杀青机和压
扁机后，及时推出“先申请办电后补办
材料”服务，高效迅捷办成鲁永根的动
力电申请。 截至茶季到来前 ， 汀溪乡
2000 多户茶农中， 已有超过 1500 户通
上了动力电。

“针对茶季用电陡增 、阶段供电能
力不足的突出问题， 县供电部门通过
‘项目+运维’双管齐下，投入专项资金
用于茶区电力项目改造提升，并完成汀
溪、茂林、蔡村等主要产茶区 20 台配变
的增容改造，黄田、涌溪等处线路运维
改造 ， 累计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线路

11.8 公里。 ”泾县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

泾县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强化“办电、保电、用电”三大
领域建设，持续提升群众用电便捷率和
满意度。

创新建设“客户+物业+供电公司”
的办电渠道， 主动建立物业办电服务
点试点，上门解决客户用电问题，实现
减时间、简流程、降成本。 2021 年 2 月
起，泾县供电部门对县域内 10 千伏及
以上高压业扩流程中用户交互环节开
通预约服务；对大中型企业，成立由客
户经理、专业人员组成“1+N”服务团队
开展联合服务 ，提供接电 “一条龙 ”服
务； 对小微企业， 由客户经理上门服
务 、现场对接 、拟定方案 ，实现一次上
门、一次送电。

宣州区
找准“小切口” 解决“大民生”

“感谢你们帮我挽回损失！ ”5 月 25 日，宣城市公安局
宣州分局鳌峰派出所民警荣华健收到了辖区居民葛某某家
人送来的锦旗。 葛某某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今年 2 月，他通
过网络聊天软件认识了张某，聊天中，张某提出想和葛某某
处对象，拉近二人距离，逐渐取得了葛某某的信任。 后张某
不断编造理由、虚构事实，多次骗取葛某某钱财，共计四万
余元。

案发后，宣州分局很快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的身份，
鳌峰派出所民警快速赶赴江苏省将其抓获。破案后，办案民
警荣华健不忘追赃挽损，通过当地派出所协作，张某退还了
部分赃款。

“孩子被诈骗几万块钱，是我一年多的工资，真想不到
还能追回来。 警方非常给力，我们家属非常感谢，就想到送
锦旗表达我们全家的心意。 ”葛某某的母亲范女士说。

这是宣州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个缩
影。为推深做实党史学习教育，宣州区把群众满意作为评判
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
从实处发力， 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事的实
际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这起案件是单人单起、点对点的电信诈骗案，破案是
我们的职责所在，也离不开当地公安机关的协作。 ”办案民
警荣华健告诉记者，“现在正是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期间，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努力提高为民办事能力，打
击违法犯罪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为被害人退赃挽损。 ”

广德市
优化公交线路 “烦心事”变“暖心事”

5 月 27 日，广德市四合乡“我为群众办
实事” 意见征集箱内投来了一封建议信 ，
“我是马鞍山上的居民，因没有直达马鞍山
的公交车，我每次都只能先坐到大峡谷站，
再从大峡谷站坐到马鞍山。 这样一来，就耗
费了大把时间；而且，我腿脚不便，坐到马
鞍山站后还需要徒步 30 分钟才能到家，恳
请政府能优化公交线路、增设公交站点，保
障马鞍山上的居民出行”。

收到来信后，四合乡立即组织党史办、
农路办等部门，深入走访群众，详细了解情
况，耿村村马鞍山因地理位置偏僻、山路崎
岖、人口较少，一直未通公交，工作人员走
访中发现，马鞍山留守老人多，出行确实不
便。 走访结束后，农路办立即对接市公交公
司，及时安排选点建站、线路优化、车辆协
调、站牌更新等各项工作。

在公交公司等部门的协同推动下 ，6

月，四合乡优化四合至马鞍山的公交线路，
由原先的一条线路增至两条线路， 单趟里
程新增 2.5 公里，日发班次新增 18 次。解决
了周边群众“出行难”的问题，完善了公交
基础设施，夯实了安全行车保障。 “真是太
方便了， 公交车直通家门口， 便利我们出
行，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啊！ ”马鞍山上的居
民胡玉兵说道。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在调
研走访中发现很多马鞍山居民在乘坐公交
车时非常不方便， 经过多次召开村民组会
议协商后，针对实际情况，对部分公交线路
进行了调整。 目前，我们已经通过在车站张
贴告示、 村民组微信群通知等方式提前向
群众下发了改线通知。 下一步，我们还将不
断优化乡内各条公交线路， 解决群众出行
‘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合乡农路办负责人
汪维介绍。

郎溪县
解病痛 送健康

近日，记者来到郎溪县飞鲤镇三溪村卫生室，飞鲤镇卫
生院联合县域医共体医护人员正在为村民免费进行健康咨
询、宣讲健康知识，吸引了周边不少村民前来参加。

“大妈，您血压太高了，需要立即进行身体检查，接受专
业正规治疗。 ”72 岁的村民胡明花前来测量血压，因测量的
血压过高，医生仔细询问了她的身体状况。在与胡大妈的交
谈中，医护人员获悉，胡大妈因行动不便，自己很难到医院
治疗。于是，医护人员立即用“健康直通车”公共卫生车将其
送到郎溪县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治疗。

郎溪县医院为她开通了就医绿色通道， 由义诊医生全
程陪同体检并快速办理入院手续，并请学科主任为她会诊。
出院后，医护人员还入户随访。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服
务，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真实惠。”胡大妈告诉记者。

学习党史，重在力行。 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飞鲤
镇卫生院坚持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推动医院中心工作结合起
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实践活动。为更有针对性地
服务群众，该卫生院党支部结合辖区实际情况，与村卫生室
组建了党员先锋医疗队，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健康知识进万
家”巡讲、义诊活动。

泾县
供电服务保民生

“我提交了动力电申请 ，很快就通
过了，让我的杀青机、压扁机能派上用
场！ ” 在重要茶叶产区泾县汀溪乡，56
岁的茶农鲁永根过去都是烧柴制茶，一
个茶季要烧掉 1000 多斤干柴， 泾县供
电部门得知他购买了全电杀青机和压
扁机后，及时推出“先申请办电后补办
材料”服务，高效迅捷办成鲁永根的动
力电申请。 截至茶季到来前 ， 汀溪乡
2000 多户茶农中， 已有超过 1500 户通
上了动力电。

“针对茶季用电陡增 、阶段供电能
力不足的突出问题， 县供电部门通过
‘项目+运维’双管齐下，投入专项资金
用于茶区电力项目改造提升，并完成汀
溪、茂林、蔡村等主要产茶区 20 台配变
的增容改造，黄田、涌溪等处线路运维
改造 ， 累计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线路

11.8 公里。 ”泾县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

泾县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强化“办电、保电、用电”三大
领域建设，持续提升群众用电便捷率和
满意度。

创新建设“客户+物业+供电公司”
的办电渠道， 主动建立物业办电服务
点试点，上门解决客户用电问题，实现
减时间、简流程、降成本。 2021 年 2 月
起，泾县供电部门对县域内 10 千伏及
以上高压业扩流程中用户交互环节开
通预约服务；对大中型企业，成立由客
户经理、专业人员组成“1+N”服务团队
开展联合服务 ，提供接电 “一条龙 ”服
务； 对小微企业， 由客户经理上门服
务 、现场对接 、拟定方案 ，实现一次上
门、一次送电。

宣州区
找准“小切口” 解决“大民生”

“感谢你们帮我挽回损失！ ”5 月 25 日，宣城市公安局
宣州分局鳌峰派出所民警荣华健收到了辖区居民葛某某家
人送来的锦旗。 葛某某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今年 2 月，他通
过网络聊天软件认识了张某，聊天中，张某提出想和葛某某
处对象，拉近二人距离，逐渐取得了葛某某的信任。 后张某
不断编造理由、虚构事实，多次骗取葛某某钱财，共计四万
余元。

案发后，宣州分局很快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的身份，
鳌峰派出所民警快速赶赴江苏省将其抓获。破案后，办案民
警荣华健不忘追赃挽损，通过当地派出所协作，张某退还了
部分赃款。

“孩子被诈骗几万块钱，是我一年多的工资，真想不到
还能追回来。 警方非常给力，我们家属非常感谢，就想到送
锦旗表达我们全家的心意。 ”葛某某的母亲范女士说。

这是宣州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个缩
影。为推深做实党史学习教育，宣州区把群众满意作为评判
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
从实处发力， 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民办实事的实
际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这起案件是单人单起、点对点的电信诈骗案，破案是
我们的职责所在，也离不开当地公安机关的协作。 ”办案民
警荣华健告诉记者，“现在正是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期间，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努力提高为民办事能力，打
击违法犯罪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为被害人退赃挽损。 ”

广德市
优化公交线路 “烦心事”变“暖心事”

5 月 27 日，广德市四合乡“我为群众办
实事” 意见征集箱内投来了一封建议信 ，
“我是马鞍山上的居民，因没有直达马鞍山
的公交车，我每次都只能先坐到大峡谷站，
再从大峡谷站坐到马鞍山。 这样一来，就耗
费了大把时间；而且，我腿脚不便，坐到马
鞍山站后还需要徒步 30 分钟才能到家，恳
请政府能优化公交线路、增设公交站点，保
障马鞍山上的居民出行”。

收到来信后，四合乡立即组织党史办、
农路办等部门，深入走访群众，详细了解情
况，耿村村马鞍山因地理位置偏僻、山路崎
岖、人口较少，一直未通公交，工作人员走
访中发现，马鞍山留守老人多，出行确实不
便。 走访结束后，农路办立即对接市公交公
司，及时安排选点建站、线路优化、车辆协
调、站牌更新等各项工作。

在公交公司等部门的协同推动下 ，6

月，四合乡优化四合至马鞍山的公交线路，
由原先的一条线路增至两条线路， 单趟里
程新增 2.5 公里，日发班次新增 18 次。解决
了周边群众“出行难”的问题，完善了公交
基础设施，夯实了安全行车保障。 “真是太
方便了， 公交车直通家门口， 便利我们出
行，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啊！ ”马鞍山上的居
民胡玉兵说道。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在调
研走访中发现很多马鞍山居民在乘坐公交
车时非常不方便， 经过多次召开村民组会
议协商后，针对实际情况，对部分公交线路
进行了调整。 目前，我们已经通过在车站张
贴告示、 村民组微信群通知等方式提前向
群众下发了改线通知。 下一步，我们还将不
断优化乡内各条公交线路， 解决群众出行
‘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合乡农路办负责人
汪维介绍。

郎溪县
解病痛 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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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正规治疗。 ”72 岁的村民胡明花前来测量血压，因测量的
血压过高，医生仔细询问了她的身体状况。在与胡大妈的交
谈中，医护人员获悉，胡大妈因行动不便，自己很难到医院
治疗。于是，医护人员立即用“健康直通车”公共卫生车将其
送到郎溪县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治疗。

郎溪县医院为她开通了就医绿色通道， 由义诊医生全
程陪同体检并快速办理入院手续，并请学科主任为她会诊。
出院后，医护人员还入户随访。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服
务，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真实惠。”胡大妈告诉记者。

学习党史，重在力行。 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飞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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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群众，该卫生院党支部结合辖区实际情况，与村卫生室
组建了党员先锋医疗队，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健康知识进万
家”巡讲、义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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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多户茶农中， 已有超过 1500 户通
上了动力电。

“针对茶季用电陡增 、阶段供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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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维’双管齐下，投入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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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电渠道， 主动建立物业办电服务
点试点，上门解决客户用电问题，实现
减时间、简流程、降成本。 2021 年 2 月
起，泾县供电部门对县域内 10 千伏及
以上高压业扩流程中用户交互环节开
通预约服务；对大中型企业，成立由客
户经理、专业人员组成“1+N”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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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不忘初心

郎溪县签约“家庭医生”走进农家。 本报记者 罗鑫 本通讯员 胡明双 摄 泾县供电公司职工走进茶园，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本报通讯员 章明 摄

山里通了公交车，农民进城更方便。
本报通讯员 宋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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