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8月 25日 星期四区域风采·公益广告10

8 月 18 日， 在郎溪县新发镇花
园村和尚桥村民组，国网郎溪县供电
公司施工人员正架设排涝机站线路，
以解决村民排灌用电， 为秋收送上
“及时雨”。

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导致农业灌
溉用水迅速增长，花园村、尚桥村民
组 300 亩稻田急需抽水灌溉，而排灌
成为难题。 了解到用电需求后，郎溪
供电公司组织专业人员前往勘查，设
计出线路架设方案， 新建 50 千伏安
变压器，为稻秧及时“解渴”。

该公司启动保电处置应急预案，
采取多项应对措施， 全力保障抗旱用
电，密切跟踪农村电网负荷、电压及天
气情况，做好负荷预测。 公司 11个基
层供电所成立抗旱保电服务队， 加强

用电线路运行维护，走村入户，深入田
间地头， 对抗旱保电线路和设备进行
特巡。 协助农户进行灌溉设备检修和
供电线路的安装维护。 开通抗旱用电
“绿色通道”服务，简化抗旱用电报装
程序，优先为农户抗旱用电提供服务。
通过农网改造项目， 公司还对低电压
台区进行改造， 解决部分台区配变容
量小、配变过载和低电压等问题。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累计投入抗
旱保电人员 300 余人次，启用抗旱专
用配变 6 台 ， 安装低压抗旱机站 3
座，启用各村民组抗旱站点 12 处，开
展夜巡、特巡 230 余次，排查治理线
路及设施缺陷 120 余处，发放安全用
电手册 4000 余册， 以优质服务助力
“三农”生产。 （乌蒙蒙）

多措并举优服务 抗旱保电助秋收

精准监督强化耕地保护

近日， 来安县水口镇纪委将耕地保护作为
监督重点，围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撂荒耕地、
违规搭建等问题， 对全镇耕地保护进行全方位
“体检”，为稳定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这块耕地已完成整治， 目前正结合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进行改造，今年就可以复耕。 ”在来
安县水口镇高隍村高标准农田改造现场，村党总
支书记凌路路向前来督查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问题整治工作的镇纪委工作人员说道。

一个月前群众举报有人利用荒地私挖水
塘。该镇纪委立即联系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镇
综合执法大队实地查访。了解情况属实后，镇纪

委对站所负责人进行谈话提醒，督促下发《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要求限期恢复耕地原
貌，并实时跟踪督查整改情况。

如何让良田姓“粮”、农田姓“农”，需要监督
来保障。 为推动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整
治， 镇纪委对农村非法侵占耕地、 占地非法牟
利、耕地“非农化”等专项整治推进情况开展监
督检查，制定专项督查方案。发现问题以清单形
式通报，通过“回头看”查验整改效果。同时充分
发挥乡镇纪委属地优势和村纪检委员“探头”优
势，对照监督清单和问题清单深入一线，开展针
对性复核调研。 （陈敬波 李春）

监督改作风 振兴新产业

近年来，来安县三城镇纪委积极行使监督职
能，围绕壮大集体经济，探索出一条以生态绿色
稻虾产业为主路径的乡村产业振兴之路。 全体镇
村干部将作风建设作为重要抓手，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主体责任完成了他营向自营的转变。

三城镇大力发展“稻虾轮作”立体生态循环
农业，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形式，带动当地农
民进行水稻和小龙虾立体种养，助力农民增产增
收。 立足于现有的万亩“稻虾轮作”示范基地，引
进了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研发的以玻璃温
室为主体，集合蔬菜种植区、水产养殖区以及水

循环处理的工厂化鱼菜共生一体式生态系统。 有
效化解了粮食生产与水产养殖争地、争水的矛盾，
更实现了养虾、种粮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粮渔双
赢、生态环保。 目前，种植面积超过 1.2万亩，为当
地农民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蹚出”了新路子。

该镇纪委依托“稻虾轮作”种养产业，加速
构建其他互动平台，拓展集人文、产业、美食、美
景于一体的绿色旅游观光农业产业新格局，依
托天涧村“龙虾小镇”打造了以龙虾为特色的休
闲旅游观光点，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农业质
量效益，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吴静）

着力破解“三点” 提升服务质量
桐城市医保局坚持把推进医保服务提质增

效作为开展“一改两为”的落脚点，从流程便捷
化、服务精细化、纾困人性化三方面入手，为群
众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

着力破解“痛点”，流程便捷化。 全力推行一
窗通办、一站包办、一网联办、一次办好，群众可
通过医保电子支付凭证实现挂号就医、 药店购
药、费用结算等多种医保业务“一码扫办”。 依托
“桐城医保网上办事大厅”，深化“互联网+政务
服务” 改革， 目前已实现慢性病申请鉴定网办
2900多件、异地就医备案网办 8300多件。

着力破解“堵点”，服务精细化。 按照“六统

一”要求，对医保公共服务事项目录化、清单化
管理，制定 《桐城市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
项清单》和办事指南，减少中间环节，缩短办事
时间。 截至目前，日均热线接待 100 余人次，周
末 4—6 名窗口工作人员在岗工作， 服务办理
零星手工报销 、医保缴费查询 、灵活就业人员
参保缴费、异地就医备案等业务的群众。

着力破解“难点”，纾困人性化。着力打造“15
分钟医保服务圈”，各镇（街）、村按要求设立医保
经办服务窗口。 医保办协助群众办理异地就医、
慢性病认定、医疗救助等服务事项 200余件。

（蔡双九 刘婷婷）

廉政约谈助力“清廉皖综”建设

国网郎溪县供电公司施工人员

在架设排涝机站线路。 乌蒙蒙 摄

为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建设忠诚干
净担当干部队伍，近日，国网安徽综
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
2022年党风廉政建设约谈工作。

做好风险防控。 本次约谈以前
期全面开展的廉洁风险大排查为
基础，围绕市场化单位易发多发的
利益输送、损公肥私、内外勾连等
廉洁风险点 ， 切实将监督挺在前
面，以点带面抓好提醒督促和警示

教育，做到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
推动问题整改。 为确保约谈工

作的针对性和具体性，约谈前该公
司综合部认真梳理分析了近期专
项审计、内控监督、巡视巡察等内
外部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和风险
隐患，形成“问题清单”，班子成员

与部门负责人一对一 、 面对面约
谈，直面问题背后的责任 、作风和
管理，督促问题整改，要求建章立
制，抓好源头防控。

提高思想认识 。 针对党员干
部中存在的战略定力不够 、自我
要求不严 、 内部管理不细等问

题 ，该公司明确指出 ，在思想上
要加强理论学习 ， 严守纪律规
矩 ，提高政治站位 ，做政治上的
明白人 ； 在业务上要履职尽责 ，
勤政廉政 ，沉心静气 ，踏踏实实
做事 ；在内部管理上要严管厚爱
相结合 ，以身作则 ，按要求 、按规
矩 、按程序办事 ；在改革发展上
要增强使命担当 ， 认清形势 ，勇
于突破 ，敢于作为 。

（张衡）

探索有效途径 提高履职能力

今年以来， 宿州市埇桥区妇联不断探索发
挥妇联执委作用的有效途径， 全面提升执委服
务能力。

抓实组织建设，促进执委队伍优化。埇桥区
妇联强化组织建设，不断向下延伸，建立一支政
治素质高、专业本领强的妇联执委队伍；结合村
（社区）、乡镇（街道）妇联换届，深入挖掘各条战
线上的妇女人才资源，积极把女企业家、三八红
旗手、巾帼建功标兵等优秀人才优先选进执委，
建立新的人才框架。目前，全区各级妇联执委共
有 3819 人。

抓实建章立制，促进执委责任意识强化。 埇
桥区妇联制定《埇桥区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工
作规则》，明确工作职责。建立工作联系制度，推行
妇联执委“1＋5＋10”工作机制，即由 1名妇联执委
联系 5名区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和 10名以上各行
各业妇女群众。通过倾听妇女群众呼声、收集意见
建议，不断探索妇联工作新途径。建立调查研究制
度，执委围绕区妇联重点工作，每年至少提交 1份
调研报告，并建立建言献策制度，定期针对妇女生
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提
出意见建议或解决措施。 （王丹丹）

靶向监督 用心助农
“李大叔，您家的秧田引水灌

溉还及时吧，有没有影响到水稻扬
花抽穗？ ”“及时呐，多亏有你们的
监督关心， 上次向你们反映后，镇
村干部就统一组织调配水源，现在
秧田里的水已经灌得满满的了，有
望大丰收。 ”日前，凤阳县板桥镇周
良村的李大叔指着身旁一大片绿
油油的水田笑呵呵地说。

这是凤阳县板桥镇纪委接

到群众反映问题后 ，督促 、监督
镇里第一时间解决农田灌溉 ，帮
助农民抗旱保苗 ，并进行回访的
一幕 。

凤阳县纪委监委切实发挥
“监督的再监督 ”作用 ，紧紧围绕
农业技术指导、 惠农财政资金等

工作开展靶向监督。 督促县农业
农村局安排农技专家深入各乡镇
（街道），向农户手把手教技术、面
对面传经验，用通俗易懂、朴实简
明的语言教授农民秋季稻田管理
的技能技法。

截至目前 ， 该县纪检监察机

关已督促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农技
人员进村入田现场指导稻田管理
累计 100 余次 ，培训农民 2100 余
人次， 为水稻高产稳产打下了坚
实基础。

凤阳县纪委监委主要责任人
介绍，下一步将持续开展乡村振兴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监督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

（陈雪琪 蒋秀英）

“三强化”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近日，宿松县千岭乡认真落实

“一改两为 ”，把治理 “推 、拖 、糊 、
扯、绕”问题作为加强基层干部队
伍作风建设的突破口，不断推动各
项工作提质增效。

强化警示教育，筑牢拒腐防变
思想堤坝。千岭乡纪委坚持增强底
线意识，提升“治病”能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引导党员干部

树牢“勤政在岗位、廉政在岗位、奉
献在岗位”的责任意识，提升广大
党员干部遵规守纪意识，始终做到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强化政治监督，推进重大决策

落地见效。 该乡督促辖区干部不
断提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
自觉。

强化日常监督，持续深化作风

建设。 千岭乡始终把干部作风建设
摆在重要位置， 紧盯重要节点，聚
焦“关键少数”。 通过每周例会，明
确工作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形成
了“一周接着一周干、一级带着一
级干”的工作机制。 制定工作督查
制度，使之成为各项工作走在前列
的重要保障。

（王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