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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国网亳州供电公司
志愿者在团委书记管丽的带领下，
来到亳州市谯城区五马镇八里小
学，开展主题为 “忠诚实干办实事
创新争先优环境 ” 的志愿服务活
动，这是该公司开展志愿服务的第
十个年头。

2013 年开始 ， 亳州供电公司
团委响应团市委的号召 ， 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 ， 根据谯城区位置偏
僻、留守儿童多 、单亲家庭多的实
际，在八里小学设立光明驿站 ，开
展义务支教 、帮扶 、捐助等活动 。
这些活动先后被人民网 、 亳州广
播电视台药都时空栏目 、 谯城区
教育局网站报道。

十年前 ， 该校共有学生 101
名， 大部分学生父母都在外打工，
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近十年来，

该公司团委每年定期开展关爱留
守儿童系列活动 ， 讲安全用电知
识，送学习用品 ，同时分享立志成
才的故事。

温暖童心

2013 年底， 该校有 30 余名家
境贫寒学生 ，棉袄破旧单薄 ，脸冻
得发紫，手长有冻疮。 该公司团委
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他们精心挑选
31 件棉衣。2014 年 1 月 13 日，公司
青年志愿者冒着严寒来到八里小
学，为孩子们送去了棉袄、棉帽、围
脖、手套等御寒用品 ，志愿者手把
手帮儿童穿上漂亮的新衣，戴上棉
帽和手套，一起做游戏、写贺卡。 那
一张张冻得紫红的小脸露出了久
违的笑容。

特殊的“六一”节

儿童节该怎么过更有意义 ？
2016 年 5 月初，亳州供电公司团委
精心安排，为孩子们准备了特殊的
“六一”礼物。

5 月 30 日 ，该公司 11 名志愿
者前往八里小学 ， 孩子们接过志
愿者手中的蛋糕 ， 稚气的脸上写
满幸福 。 针对孩子们用电常识薄
弱的问题，志愿者们以通俗易懂的
语言 ，重点传授了安全用电 、节约
用电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并发放安
全用电手册，提醒他们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远离意外伤害。 互动环节
中，孩子们提出关于电的疑问 ，志
愿者一一给予了解答 ， 现场气氛
十分活跃。

实现“微心愿”

2021 年 3 月 5 日，公司团委收
集了孩子们的心愿清单， 安排了盼
望已久的“圆梦之旅”。 3 月 27 日，
亳州供电公司组织团员开展 “我为
群众办实事 光明驿站暖童心”学党
史主题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安排留
守儿童参观亳州市博物馆、海洋馆。

在海洋世界中，这些孩子观看
了海豚、海狮、美人鱼表演，聆听了
讲解员精彩的解说，认识了色彩斑
斓的海洋生物。 一张张小脸洋溢着
兴奋的笑容。

十年坚持，十年笃行。 一幕幕
让人感动的互助瞬间，在八里小学
汇聚一股股暖流。

志愿者始终坚持弘扬志愿精
神 ，不断创新 ，进一步细化服务项
目，继续以实际行动谱写药都新时
代的雷锋故事。

（赵建业）

十年接力 谱写药都新篇章

近日， 位于合肥市高新区长江西
路与天柱路交叉口东南角的中国科大
附中高新中学即将交付， 预计 9 月投
入使用， 为高新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再添新动能。

走进中国科大附中高新中学，新
建的五层图书馆首先映入眼帘，两栋
“U”形教学楼整齐地分列两侧 ，西边
是 400 米标准环形跑道及足球场。 同
时 ，校园内还配有室外篮球场 、室外
排球场 、室内篮球馆 、室内羽毛球馆
等。 校园内的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
可容纳 600 人的食堂、五层教师宿舍
楼以及 150 车位的地下停车场也已
建成。

中国科大附中高新中学改扩建项
目是合肥市高新区重点学校工程，总
建筑面积 7.9万平方米。该学校投入使
用后将规划设置 54 个班级，可容纳师
生近 3000人。

在建设质量方面，以“高颜值、高品
位”为要求，实现精细化建造。 在设施设
备方面，以“集约、共享”为理念，高标准
配置教育教学硬件。

除了中国科大附中高新中学，今
年高新区还将有三所学校陆续完工。
届时，高新区教育布局将进一步优化，
适龄儿童就近入学接受优质教育的需
求将进一步得到满足。

（陈雨萌）

开展文体活动 倡导健康生活
为倡导“运动·健康”的生活风尚，近日，

宿州市埇桥区西关街道举行羽毛球比赛。本
次比赛参加选手 86 人，共分为中老年男组、
中老年女组、青年男组、青年女组四组。比赛
采用淘汰赛制，首轮抽签对决，获胜选手进
入下一轮，直至每组产生冠亚季军。

比赛现场， 参赛选手们时而跃起大力扣
杀、时而弯腰向前勇救网前球，球技展现得淋
漓尽致，比赛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现场观众

欢呼喝彩声此起彼伏。参赛选手们纷纷感言：
“许久没有打过这么酣畅淋漓的比赛，感谢这
次活动，让我认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 ”

此次活动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潮，调动了
广大职工群众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的积极性，从
而达到增强体质、振奋精神、凝聚力量的作用，
使大家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强健的体
魄，投身于现代化埇桥的建设中来。

（侯磊 张振节）

发展现代农业 促进乡村振兴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樱桃采摘节在长
丰县陶楼镇成功举办，陶楼镇兆和源家庭农
场的 500 亩大樱桃正式开园采摘。 活动当
天，来自周边地区近 2000 名市民参与其中，
充分感受到了现代农业带来的乐趣。

近年来， 陶楼镇坚持以培植 “桃花、槐
花、樱桃花、海棠、芍药 、菜花 ”和 “桃子 、葡
萄、樱桃、草莓、火龙果、无花果”六花六果优
势特色产业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步伐，加速形成“花开满地、果香四溢”的“区
块经济”发展格局。

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的基础上 ，着力
提升农业经营能力 。 陶楼镇重点围绕粮

食 、水果 、蔬菜 、畜禽 、水产等农业支柱产
业 ，推动农村土地有序向种养大户 、家庭
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龙头企业流
转，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021 年，
陶楼镇坚持 “一村一策 ”积极探索 “自主经
营 、资产盘活 ”等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实
现村集体经济从“弱”到“强”的华丽转身。

陶楼镇将改善村居环境作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举措，荣获合肥市“四好农村路”示范
乡镇称号，落实“腾笼换鸟”理念，重点推进
高塘美丽乡村、新丰孙楼整体改造，打造淮
风楚韵中部片区示范。

（王敏）

弘扬廉洁文化 培育“清廉之花”为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铜陵铜
能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加
强廉洁文化建设， 为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宣传教育。
铜陵铜能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通
过开展知识竞赛、征文、讲座等多种
形式， 把廉洁文化融入到各种群众
性文化活动之中， 努力做到贴近生

活、贴近基层。
健全廉洁文化建设制度规定。

铜陵铜能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结
合本土文化，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
度体系， 让制度和文化的监督约束
功能相得益彰。同时，健全反腐倡廉

的制约机制， 完善廉政风险防范机
制，积极引导群众参与，推动全社会
形成弘扬廉洁文化的氛围。

突出廉洁文化建设引领作用。
铜陵铜能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活
用身边典型教材， 以深化 “三个以

案”警示教育为抓手，坚持把常态化
开展警示教育作为推进“三步”一体
重要环节， 并汇编本地严重违纪违
法案例作为警示教育材料； 以廉洁
书画展、廉洁短信、廉洁诗歌等为载
体， 把廉洁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根植
于人民心中。

（钱静）

近日 ，2022 年度 “暖途·货车司机职业
发展与保障行动 ”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 会
上表彰了三个 2021 年度保障行动优秀项
目 ，维天运通旗下卡友地带货车司机互助
保项目作为其中之一受到表彰。

作为国内最大的货车司机职业社区 ，
卡友地带始终致力于改善货车司机的从业
环境及生活状况。 长期以来，货车司机因作
业风险高，可选择的保险保障项目较少。 为
帮助货车司机提升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 ，
卡友地带发起设立货车司机互助保项目 ，
旨在为意外身故司机的家庭提供一份保障

与关怀。 截至目前，互助保已累计救助货车
司机家庭 186 个，保障金额超过 5560 万。

货车司机职业发展与保障行动由中
国海员建设工会联合中国交通运输协
会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 、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 、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 ，
旨在发挥工会组织 、 行业协会协同参与
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 ， 鼓励引导行业组
织和爱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 通过爱心
捐赠 、专项活动等方式 ，支持引导相关社
会组织 、 爱心企业为货车司机提供公益
服务 。 （七月 ）

卡友地带互助保项目获全国表彰

推进巡查审计整改 提升依法治企水平
近日，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将中心供电

所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巡察和总经理任期经
济责任审计发现问题有效融合，“巡审联动”
一体推进巡察审计整改工作，不断提升依法
治企水平。

召开专题会议，迅速落实整改要求。 公
司主要领导部署巡察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
作，开展“一问题一分析”，从管理、制度、流
程和监督等方面，找原因寻对策。 公司党委
建立巡察审计问题整改月调度机制，推进整
改按照既定目标、既定时限要求实施。

建立问题整改清单，实行销号管理。 公

司建立健全巡察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清单，按
问题逐一明确牵头领导、责任部门、整改措
施、整改要求和完成时限。 结合问题性质不
同，制定不同整改销号认定标准，对问题整
改销号实行签字背书、闭环管理。

强化过程监督， 确保整改要求落到实
处。 落实巡察审计整改支撑材料周报送要
求，防范“纸面整改”。 公司纪委定期对整改
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定期通报各单位整
改进度，推动巡察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清仓
见底”，不断提升依法治企水平。

（刘震 徐争）

中国科大附中高新中学即将投入使用

鸟瞰中科大高新中学。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