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蜀山区开展“创客微剧场”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许蓓蓓 通讯员 刘

亚萍 蔡竹平）用创意“复活”名画，孩子
们的奇思妙想令人惊叹。 日前，蜀山区
第四届“创客微剧场”部分优秀作品展
览活动在合肥科技馆举行，展示蜀山区
在“双减”背景下校园科技创新、科普教
育、跨学科学习的生动案例。

“创客微剧场”是蜀山区教育科研
团队经过多年实践于 2018 年开创的
将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跨学科活动项
目。 活动中要求学生通过团队合作，采
用合理材料， 利用编程与机械设计等

创造一个具有想象力的场景， 并通过
阐述、表演、视频记录表达自己的设计
理念。

本届“创客微剧场”活动主题为“名
画复活”， 要求学生以一幅或多幅绘画
作品为原型，通过创意重组让绘画从平
面走向立体，能运动、能发光、能互动。
活动于今年 9 月初启动， 历时 4 个月，
吸引了全区中小学幼儿园踊跃参与、积
极动脑 、大胆创新 ，涌现出了 “雅典学
院”“飞天奇梦”“华灯初上汴京城”等一
系列精彩作品。

常启武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 , 蚌埠

市政协原副主席常启武同志，因病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逝世,享年 73 岁。

常启武同志， 安徽怀远人，1948
年 2 月出生，1964 年 12 月参加工作，
1969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
蚌埠市第二麻纺厂工段长、宣传科干

事、党委秘书，市委宣传部巡视员，市
梆剧团党支部书记 、团长 ，市政协办
公室副主任 、主任 ，市东市区委副书
记、代区长、区长 、区委书记 ，市政协
党组成员、市委统战部部长 、市光彩
事业促进会会长， 市政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 2009 年 5 月退休。

常启武同志的遗体定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8 时在蚌埠市殡仪馆
火化。

12 月 22 日，合肥市瑶海区少儿艺术学校举行“双减”100 天课后个性化课程
展示活动。从今年 9 月起，瑶海区义务教育阶段 57 所学校（含教学点）课后服务工
作全面启动，开设管乐、创意美术、足球、篮球、3D 打印、航模、击剑等个性化课程，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本报记者 徐国康 摄

给审计整改吃下“长效药”
邹多为

95%要求立行立改的
问题已整改到位，83%要求
分阶段整改的问题已完成
整改，要求持续整改的问题
均制定了措施和计划……翻开 21 日出
炉的 2020 年度审计整改报告，良好效果
已然显现。 随着审计监督地位日益提升，
我国审计整改成效不断提高。 新形势呼
唤新作为，“长效型”整改应势而起。

近年来，虽然各地区各部门推进审
计整改工作提质增效，但对整改工作不
够重视、责任不够清晰、合力尚未形成、
治标多治本少等问题仍一定程度存在。

“长效药”就是要打破屡审屡犯、改
而又犯的“怪圈”！ 只有这样，才能攻克
审计整改中遇到的难题，以高质量整改
成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审计就像体检， 不仅为了查病，更
为了“治已病、防未病”。历史遗留、缺乏
协调等审计发现问题的形成原因固然
复杂多样， 审计整改也很难一步到位、

一蹴而就，但这些都不能成
为执行有障碍、整改不彻底
的借口。 相反，要想实现科
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审

计整改，必须建立健全长效整改机制。
让揭示问题与解决问题保持统一，

审计机关绝不能在整改工作中唱“独角
戏”。 近年来， 随着审计全覆盖不断深
入，审计项目和任务逐渐增多，特别是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重大
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等，往往涉及多
个部门。 因此，凝聚整改合力，推动“常
态化”审计整改还需与长效执行的具体
举措相互促进、共同提升。

整改不能只停留纸上， 干打雷不下
雨，而是要真招实招见“疗效”。 从财政管
理到预算执行，从民生资金到国有资产，
面对审计发现的各种问题，“长效药”必
须坚持标本兼治，推动审计整改“后半篇
文章”经得起时间考验，最终产生为中国
经济行稳致远作出审计贡献的“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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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铁路运输法院 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作出 （2021）皖 8601 清申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合肥皖
安交通标牌厂对合肥鑫达金属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申请 ， 并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作 出 （2021）皖
8601 强清 3 号 《决定书 》，指定何宣
斌等九人组成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以下简称清算
组 ），何宣斌担任清算组负责人 。 请

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权的性质 、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 ，并
提交证据材料 （应提交原件 ）。 逾期
未申报者 ， 可以在清算财产分配完
毕前补充申报 ，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 同时需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费用
且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司 法 >司 法 解 释
（二）》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清算组地址： 合肥市肥东经济开
发区镇西路 13 号合肥皖安交通标牌
厂检验楼二楼

联系人：朱 波律师 13905514461
解进峰律师 19527430551

合肥鑫达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2021 年 12 月 24 日

清算公告

巾帼工匠，坚守一线传帮带
———记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级技师董慧

■ 本报记者 田婷

全国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奖、江淮
杰出工匠……12 月 13 日， 记者走进安
徽叉车集团董慧技能大师工作室， 被满
墙的荣誉证书吸引 。 工作室领头人董
慧，一如既往地忙碌着：“我们正在组织
攻关， 对自动化加工生产线的工序进行
优化。 ”

今年 47 岁的董慧，已经在数控车岗
位上工作了 27 年。 “我在技校学的是机
械加工。 1994 年刚进厂时，大家没接触
过数控车床，都是摸索着学。白天学习时
精神高度紧张，晚上放松不下来，做梦都
能梦到车床。 ”董慧回忆道。

1996 年，董慧所在的车间买了 4 台
全功能型数控设备，加工精度更高，操作

难度更大。设备厂家派来了技术员调试、
指导。 遇到周末加班，技术员不在，董慧
只能硬着头皮上。虽然忙得焦头烂额，耗
时长，但她还是独立完成了零件加工。通
过一次次锻炼，董慧快速成长起来，在企
业举办的技能比赛中频频得奖。 “比赛中
的操作题比平时工作要难， 赛前需要集
训、练习。 比赛中学到的知识，可以运用
到平时的疑难件加工和技术攻关中。 ”董
慧说。

2004 年， 全国首届数控技能大赛举
行。为了备赛，董慧花了 4000 元买了一台
电脑，每天回家学习绘图软件。 功夫不负
有心人。 经过充分准备，董慧在安徽赛区
比赛中夺得第三名，并进入全国决赛。 次
年，她参加了首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
技能大赛，斩获安徽赛区“数控车床”工种

第一名、全国第十五名的好成绩。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2000 年，董慧当上了车间班长，开始“带
队伍”。 她向新员工传授技能知识，开展
质量管理培训，并建立奖罚机制。有些女
工个头小，操作不便，董慧就做了脚踏板
给她们垫高；一些零件很重，有的女工拿
不动，躲在机床后面偷偷地哭，董慧看到
后就过来帮忙并耐心地开导。

早已独当一面的熊丽， 就是董慧带
出来的高徒。 “2001 年我来厂里，识图、
工艺、刀具、编程等等，都是董师傅手把
手教的。 那会儿厂里三班倒，有时候我
上班的时候，师傅已经下班了。 但遇到
疑难件时 ，我给师傅打电话请教 ，她二
话不说赶来带着我一起做。 ” 熊丽说。
2006 年，熊丽当上了副班长。 她担心自

己无法胜任，董慧鼓励她：“还没尝试怎
么知道干不好，没事，我带着你。 ”有了
董师傅这句话，熊丽心定了。 2006 年起，
董慧开始带着班组员工参加技能比赛，
不少年轻人在公司和省级技能比赛中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019 年，安徽叉车
集团成立了董慧技能大师工作室，对生
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进行攻关，同时也
便于更好地“传帮带”，培养更多优秀的
技能人才。

近年来，技能人才越来越受重视，董
慧深有感触：“2019 年，我获得安徽省首
届‘江淮杰出工匠’称号，并获 20 万元的
奖励。技能人才待遇提升，对年轻技工产
生了积极影响，大家更有干劲了。希望更
多优秀的年轻技工加入我们的队伍，为
制造强省建设贡献力量。 ”

荩 12 月 23 日， 合肥市
蜀山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园林工人， 对政务片区主
要道路交口进行养护与美
化，提升道路景观效果。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美化城市道路

荨 12 月 22 日，亳州高新区第一社区管理中心菊花园社区组织社区干部、青年党
员、退役军人、“三长”志愿者等，开展铁路沿线清洁活动。志愿者们清理铁路沿线的
白色垃圾、果皮、烟蒂、堆积杂物等，并对沿线居民乱倒垃圾的不文明行为进行教育
和劝导，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 本报通讯员 李莉萍 李蒙浩 摄

清洁铁路沿线

淮南老干部工作获全国表彰
本报讯 （记者 柏松）12 月 21 日，

在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上，100 个全国老干部工
作先进集体和 300 名先进个人受到表
彰。 淮南市委老干部局荣获“全国老干
部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淮南市不断健全服务保障机制，在
全省率先建立落实 “干部荣誉退休”制
度。该市在全省率先建立“情暖夕阳”困
难老干部帮扶制度， 每年列出 10 万元

专项资金用于离退休干部及遗属困难
帮扶，发放连心服务卡 2 万余张，定期
保持家访、常态化电话联系。 创建老干
部工作“四个品牌”，以“银发先锋”为统
揽， 认真抓好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以
“夕阳添彩” 为引领， 拓展志愿服务平
台；以“舜耕晚情”为抓手，精准精细做
好老干部服务工作；以“幸福家园”为阵
地，为老同志打造寓教于乐、陶冶情操
的精神家园。

铜陵试点“社区智慧就业”
本报讯（记者 刘洋 通讯员 程鑫昊）

铜陵市选定 7 家社区开展“智慧就业”工
作试点， 作为该项试点的重要载体，铜
陵市社区“智慧就业”平台日前上线。

铜陵市社区“智慧就业”工作试点
内容包括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就业服务
供给、打造服务网点、推广应用“社区智
慧就业平台”、开发就业岗位、提供就业
服务等。该市首批试点单位将以社区一
公里范围内的劳动者、小微企业为重点
服务对象，构建“政府主导推动、社会力
量参与、线上线下联动”的公共就业服

务模式，通过线上运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线下向社
会力量购买公共就业服务等方式，促进
供需精准对接，更好地满足群众“近就
业、快就业、稳就业”需求。

铜陵市社区“智慧就业”平台集纳社
区周边企业、商户等用工信息，社区百姓
可以通过平台精准定位找到全职或兼职
岗位。 该市建立相关工作机制，明确推进
路线图，引进技术支持方，将在首批试点
的基础上，适时开展扩面工作，到 2023
年实现全市社区乡镇全覆盖。

肿瘤患者将能在合肥接受质子治疗
本报讯（记者 朱琳琳）日前，中国

科大附一院离子医学中心 （合肥离子医
学中心）质子治疗设备临床试验启动，将
有序开展患者筛选、临床治疗等工作，为
肿瘤病患带来福音。

据介绍， 质子治疗是目前国际最尖
端的放疗技术， 能实现对肿瘤的立体定
向精准爆破， 杀灭肿瘤细胞的同时有效
保护正常组织。质子治疗的适应症广泛，

尤其对于生长在复杂位置的肿瘤病灶，
如眼部、 颅底等部位肿瘤具有精准治疗
优势，主要包括：头颈部肿瘤、中枢神经
系统肿瘤、胸部肿瘤、儿童肿瘤、胃肠道
肿瘤、乳腺癌、泌尿生殖系统肿瘤和血液
系统肿瘤等。

2015 年 10 月， 合肥离子医学中心
项目启动，作为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
立医院）的医疗延伸点，是一所集医疗、

科研、教学于一身，以质子放射治疗技术
为主要治疗手段， 同时提供现代直线加
速器放射治疗的现代化、 国际化癌症治
疗中心。 去年， 该中心工程建设交付验
收，质子治疗系统和其他医疗、检测设备
及配套设施安装到位。今年 7 月，中国科
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获质子放射治
疗系统配置许可， 成为安徽首家获批配
置许可的单位。

盘活土地资源 拓宽致富之路
■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记者日前来到东至县东流镇红叶
村 ，看到新修的柏油路 “串 ”起了一栋
栋村民房屋 ， 屋前晾晒的稻谷飘来阵
阵清香。

“近年来，村里盘活土地资源，探索
稻虾共养、规模发展模式，收获可观。 ”红
叶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钱寿祥说。

位于东流镇七里湖旁的红叶村是典

型的“鱼米之乡”。 2011 年，该村有耕地
9537 亩 ，由于分散经营效益低 ，大量耕
地被抛荒闲置。

“农村最大的资源是土地，要想壮大
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必须做好土地
文章。 ”钱寿祥刚上任时召集村“两委”成
员开会研究发展思路，决定发挥“万亩良
田”优势，成立农村土地流转合作社，引
进舜风、巨丰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及 35
家种养大户，成立 9 个专业合作社，采用

“科技＋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
的经营方式，逐步形成以稻虾共养、麒麟
西瓜、 瓜蒌等种植养殖为特色的农业发
展体系。

2019 年，红叶村荣获安徽省龙虾健
康养殖示范基地称号 ；2020 年注册的
“菊江”“虾稻乐” 稻米品牌分别获得省
级金奖 、银奖 ，当地村民也从单一的传
统农业生产收入 ，转变为财产 、股份分
红、工资、经营等多种收入。 2020 年，该

村给村民分红超过 700 万元， 村集体经
济突破 300 万元， 村民人均收入超过 3
万元。 村民汪锡如告诉记者，他家流转
136 亩水田，依靠稻虾种养一共分得 50
余万元。

随着村集体收入提高、 村民收入增
加， 该村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和美丽乡村建设， 不仅修建了 3.6 公
里村级道路， 还投入 800 万元进行文化
广场、公园、活动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

“锅里 、碗里都有了 ，村民过上了
新的幸福生活。 ”眼下，钱寿祥和村“两
委 ” 开始谋划下一步棋 ，“在本村筹建
稻虾米深加工项目 ， 做大做强稻米品
牌 ， 借助品牌优势打开多产融合发展
新格局。 ”

滁州南谯区严厉打击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

本报讯（记者 罗宝 通讯员 杨读
俊）滁州市南谯区以创建“南谯乐业无
欠薪”攻坚年为抓手，扎实推进专项执
法检查和案件查处工作， 严厉打击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行为， 切实保
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南谯区近年来注重完善优化信息
系统、治理联动、实名管理、银行代发、
“一金五制”等机制，全面夯实根治企业
用工欠薪基础。 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修
订和完善 《全面落实实名制管理办法》
《责任追究机制》等，落实劳动用工实名
制、工资保证金、工资专户制、总包单位
代发工资制和维权公示制基本实现全
覆盖。 建立“劳动用工实名制工资支付
预警信息平台”， 目前纳入系统管理企
业57家，参与实名制考勤人数23366人。

南谯区积极开展 《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条例》宣讲进工地、进企业，解
答用工单位和工友咨询， 并引导工友
扫码下载“南谯区 7+24 劳动监察便民
服务” 小程序， 引导务工人员知法守
法，依法维权。 加大执法处置力度，把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列为打击重
点，畅通线上线下举报投诉渠道，开辟
欠薪处置“绿色通道”。

·民生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