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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情”传爱心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顾海涛

“老 人 家 最 近 尽 量 少 出 门 ，每 天
多喝 点 绿 豆 汤 ， 降 压 药 也 别 忘 记 吃
啊 ……”8 月 6 日上午 ，志愿者 、乡村医
生李涛来到寿县窑口镇独居居民陈多
凤家里， 拉着老人的手进行一番叮嘱。
每个月， 他都要来为这位 87 岁的烈士
遗属检查身体、指导用药。

没过一会儿， 又有几名志愿者来到
老人家中，打扫卫生、收拾房间，陪老人
聊天。坐在志愿者新添置的方桌前，老人
脸上洋溢着笑容。

互帮互助齐努力，和谐友爱一家亲。
寿县窑口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围绕服务
群众、凝聚群众，紧扣乡村民生实事，探
索设立“邻里情”志愿服务项目，发扬邻
里守望传统美德，用心用情为子女伤残、
失独等特殊家庭办实事、解难题，营造邻
里和谐友爱、互帮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

“以村组党员干部为核心、以邻里群
众为主体， 窑口镇成立由 1 名村干部、1
名村民组组长、1 名村民组骨干志愿者、
1 名乡村医生组成的志愿服务队， 与服
务对象 ‘结对认亲 ’，全方位提供 ‘点对
点’邻里志愿服务。 ”寿县文明办负责人
曹克仁告诉记者，2020 年， 窑口镇被评

为全国文明乡镇。
每隔几天，“邻里情”志愿者胡晓莉便

会去看望马湖村 80 岁的孤寡老人刘克
俊。 老人曾经领养过一个女儿，前两年女
儿因病去世后，他便一个人生活。 作为志
愿者，胡晓莉除了定期走访、给予生活帮
扶外，更主要的是和老人拉家常，让老人
感受到家的温暖。

每到传统节日， 志愿服务队总是第
一时间上门嘘寒问暖， 解决服务对象生
活困难。在农忙时，志愿服务队帮助干家
务、修农具、做农活，邻里之间“亲情式”
的人文关怀让服务对象真切感受到大家
庭的温暖。

“依托镇工业集中区劳动密集型企业，
志愿服务队因人而异、现身说教，选择易
于掌握、便于就业的技能进行培训，提高
困难群众就地就业生产技能，重燃对美好
生活的希望。”窑口镇党委书记孙良利说。

回乡创业后，村民孙成永加入了志
愿者队伍，他在园区流转 300 亩土地开
展生态农业发展，自己创业的同时不忘
带动周边群众 ，为村民鲍继平 、刘林瑞
等困难家庭免费传授疏果 、整蔓 、人工
授粉等农业种植技术，义务指导优质西
瓜、无花果、红菱等种植技术培训。 邻里
似亲人的贴身志愿服务，让大家伙的日
子也越来越红火。

8 月 9 日，市民在铜陵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联办”服务综合窗口办理业务。 该市社保中心积极对接市医保中心，就
参保登记、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等涉及到社保、医保不同部门的事项，设置“联办”服务综合窗口，通过“人员共驻、人
员互派、一厅联办、一窗通办”方式，方便群众。 本报通讯员 潘伟 摄

“一窗通办”更便民

砀山打造人大代表监督司法案件云平台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艳

龙）日前，砀山县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
监督工作室暨网上司法监督平台举行揭
牌仪式。 这是砀山县监督司法工作的又
一个新渠道， 人大代表监督司法案件有
了“云平台”。

砀山县人大网上司法监督平台将充
分利用网络技术、大数据等现代科技，人
大代表随时通过手机、电脑连接法院、检
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单位部分职能，
围绕应当公开和必须公开的各类司法案

件的执法活动， 以科技手段将监督 “天
眼”紧盯司法行为、司法活动、司法案件
的规范化，在线上出实招，变“送餐式”为
“点菜式”，实现精准监督。

在网上司法监督平台上， 砀山县人
大代表通过网上定期巡查浏览、 随机抽
查等方式，可精准监督，对发现的问题及
时督促整改，助力办案质效的提升，同时
通过集中研判分析， 为线下监督工作提
供线索依据， 让人大监督压力传导到每
一个司法案件和每位司法工作人员。

淮北相山区建设综合减灾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张少

博）近日，淮北市相山区 7 个社区通过验
收，成功创建 2020 年度全国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 淮北市相山区开展综合减灾主
题社区建设，构建智慧化防灾减灾体系，
全面推进综合减灾示范区建设， 入选安
徽省首批综合减灾示范区、 全国综合减
灾创建试点单位和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试点区。全区已有 38 个社区分别
被评为国家、省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相山区因地制宜打造综合减灾主题
社区、教育减灾主题社区、公共卫生主题
社区等 9 类主题社区；充分发挥国家级、
省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示范带动作
用，打造“农村、城乡接合部 、城市 ”3 条
示范线 ，向周边村 （居 ）辐射 、延伸 、推

广 ；依托智慧城市建设 ，整合交警部门
的交通监控网 、 公安部门的治安防控
网、城管部门的市容监管网，实施“三网
合一”， 建设相山区应急综合减灾指挥
中心、综合减灾地震科普中心和综合减
灾气象科普中心，着力构建智慧化防灾
减灾体系， 努力实现灾害点准确定位，
灾情实时监测，有效提高灾害应急响应
效率和水平。

该区结合实际情况， 先后实施萧濉
新河疏浚治理工程、人防工程、城市防洪
排涝设施、采煤塌陷村庄搬迁、相山区人
民医院、 三堤口消防站等 19 个项目，总
投资 15.6 亿元，全面提高防范各类灾害
能力。

淮南提高法律援助便捷化水平
本报讯（记者 柏松）今年以来，淮南

市构建“全流程、一站式”服务机制，全面
推行法律援助便民措施， 紧扣困难群众
所思所盼， 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便捷化
水平。

淮南市坚持谋惠民、一次办，紧扣“受
援人希望了解的”和“需要受援人了解的”
两大重点，健全受理、指派、承办、回访等
环节制度近 10 项，形成配套、联动的“全
流程、一站式”服务机制。 该市积极推广和
引导群众通过“12348 安徽法网”“皖事通”
等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来申请，实现法
律援助“7×24小时”不打烊服务。

该市优化外出务工人员法律援助审
批事项工作机制，针对家庭经济困难或

者提供材料有难度的受援群体，探索通
过开展异地协作 、信息共享机制 ，有效
破解异地法律援助立案难 、 调查取证
难、执行难、成本高等问题，力争无差别
化法律援助服务。 今年以来，共为 1116
位农民工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 1400 余
万元。

在落实延时服务、 上门服务的同时，
淮南市全面推行法律援助“容缺受理”“经
济困难状况承诺制”“代办制”等便民措
施，在全市 9 个法律援助中心、205 个乡
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 1083 个
村（社区）法律援助联络点均可申请“就
近办”， 努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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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何雪峰）为做
好汛期低洼地带
特别是下穿铁路
路段通行安全工
作，今年，萧县聘
请第三方评估组
对全县所有下穿
铁路路段逐一摸
排， 对需要安装
“电子眼”且具备
安装条件的下穿
铁路路段进行登
记和施工。目前，
全县已在 48 处
下穿铁路路段安
装“电子眼”。

萧县对下穿
铁路路段实行属
地管辖和上级监
管原则， 每处下
穿路段严格落实
责任人， 做到汛
期责任人到岗到
位、履职尽责。对
不具备安装 “电

子眼” 条件的下穿铁路路段和部
分通行的涵洞， 均设置明显警示
标志。

萧县应急管理局有关人员介
绍， 该县近期已明确各个下穿铁
路路段和部分通行涵洞负责人，
加强汛期安全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