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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城区花戏楼街道：

“党建 +”模式提高居民幸福指数
近年来，谯城区花戏楼街道

采取“党建+”模式，将党建与娱乐
活动、“三会一课 “和便民服务相
结合，不断开拓党建服务领域，提
高居民幸福指数。

党建+活动， 打造文化型家
园。 依托涡河景观带、居民广场等
设施，以 “建党节”“国庆节”等重
大节日为契机， 开展唱红歌比赛、

拍摄“微视频”等文化娱乐活动，使
居民在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中有收
获、有感悟，全面提升自身素质。

党建+探索， 打造创新型党
日。 结合“三会一课”具体要求，
开展党员群众喜闻乐见的主题党
日活动，使党建宣传从单一走向多
样、 党员活动从封闭走向开放、党
建资源从分散走向联合， 为创新

党员管理探索了一条有效途径。
党建+便民， 打造服务型机

关。 建立志愿服务队，深入开展
各项为民、 便民志愿服务活动；
依托便民服务窗口，为居民提供
更加高效 、便捷的服务 ；建立以
机关单位为平台、人才队伍为支
撑的服务管理机制，不断提升街
道服务水平。 （张刘艳 穆国华）

谯城区花戏楼街道：

党建引领促发展 新年伊始谋新篇
新年伊始 ，亳州市谯城

区花戏楼街道坚持以党建
为统领 ，紧紧围绕 “六个方
面”，认真谋划新年新篇章，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

政治引领方面。 高度重
视网络舆情管控，认真抓好
意识形态工作；深化在职党
员进社区 、 “共驻共建 ” 工
作 ，加强阵地建设 ，打造不
同类型、彰显城市特色的服
务社区。

经济发展方面。 围绕中
心工作， 理清发展思路 ，明
确指导思想、 目标任务 ，依
托少数民族聚集的区位优
势、老城区的文化旅游资源
优势 ，大力发展经济 ，惠及
更多辖区群众。

环保与文明创建方面 。
强化人员管理，加强重污染
天气管控，加强对辖区企业
的监管，严防餐饮单位油烟
污染 ， 严格落实施工工地
“六个百分百”措施，发现问

题立行立改。
社会事业方面。 深入贯

彻“六稳六保”政策，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与中心工作 ，不
断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
提高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能力，继续做好医疗
养老保险工作，应保尽保。

安全生产方面。 继续保
持高压态势，以部门协调、上
下联动等多种形式， 确保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 持续开展
安全生产大排查， 力争较大

火灾事故零发生， 人员伤亡
事故零发生。

社会综合治理方面。 紧
紧围绕 ”平安街道 ”创建 ,认
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各项措施，完善和发挥好社
区网格化管理、“邻长制”工
作体系优势，不断提高社会
服务管理水平。

（张刘艳 穆国华）

谯城区谯东镇：

多措并举 助推软弱涣散村晋位升级
亳州市谯城区谯东镇余

集村因班子配备、组织生活、
活动场所不达标问题， 被定
为软弱涣散村， 针对存在的
突出问题，谯东镇多措并举，
推动基层党组织整改提高 、
晋位升级。

一、基本情况。 余集村有
农户 2007 户，6044 人， 耕地
面积 11000 余亩。 2019 年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 305000 元 ，
以光伏收入为主； 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7900 元。 村特色
产业中药材种植。 目前,谯东
镇牵头协调闲置的余集小学
再利用， 余集村党群服务中
心改造已经完成 ，村 “两委 ”
班子配备齐全。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
是夯实堡垒促提升。 针对余
集村党委整体战斗力弱的问
题， 镇党委实施村级后备干
部培养工程， 为改善村 “两
委”队伍结构，提升班子综合
素质打下基础； 不定期安排
镇包村班子成员、 组织办到
村召集村“两委”干部谈心谈
话、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
进村“两委”干部团结协作。

二是因地制宜谋发展 。
采取贫困村联营模式注册成
立 “亳州余辛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余集村占 50%股份，参
与盈利分配。 公司采用镇投
入种子资金，贫困村联营，贫
困户参与的模式， 由输血变
造血。 公司为农户提供秸秆
回收，农产品初加工等服务，
预计每年能增加余集村 15 万
余元的村集体经济收入 ，带
动贫困户 30 多人务工， 每年
每户增加收入 2000 余元。

三是健全制度做保障 。
进一步规范 “三会一课”、党
务村务公开、发展党员、村级

干部日常工作管理等制度规
范。 镇党委每月对各村级党
组织进行党建工作督查 ，制
定督查评分机制， 对督查结
果进行排名并与村党组织书
记绩效考核挂钩。 每季度将
软弱涣散村整顿进展情况纳
入通报内容，促进软弱涣散全
面整顿提升。

通过整顿，余集村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发挥更加明显，
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带富能力
有明显提升，基础设施及村级
活动场所面貌一新，群众的满
意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张刘艳 孙荟）

利利辛辛县县农农村村农农村村局局 局局长长 王王可可超超
利利辛辛县县住住房房和和城城乡乡建建设设局局 局局长长 唐唐 峰峰
利利辛辛县县扶扶贫贫开开发发局局 局局长长 陈陈 华华
利利辛辛县县交交通通运运输输局局 局局长长 李李子子全全
利利辛辛县县民民政政局局 局局长长 闫闫 林林
利利辛辛县县人人力力资资源源和和社社会会保保障障局局 局局长长 杨杨士士军军
利利辛辛县县司司法法局局 局局长长 潘潘立立新新
利利辛辛县县卫卫生生健健康康委委员员会会 主主任任 樊樊利利光光
利利辛辛县县市市场场监监督督管管理理局局 局局长长 刘刘 畅畅
安安徽徽利利辛辛县县烟烟草草专专卖卖局局 局局长长 苏苏 刚刚

利利辛辛县县新新华华书书店店 总总经经理理 赵赵万万里里
广广东东精精天天投投资资集集团团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事事长长 王王 伟伟
上上海海皖皖北北商商会会 会会长长 王王学学先先
安安徽徽省省兴兴威威建建筑筑工工程程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事事长长 张张磊磊磊磊
鹰鹰潭潭市市恒恒通通物物流流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事事长长 谭谭长长淮淮
利利辛辛县县强强信信航航运运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驻驻上上海海港港集集团团分分公公司司 总总经经理理 沈沈 强强
信信实实物物流流集集团团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事事长长 高高树树强强

广广东东省省佛佛山山市市南南海海区区嘉嘉怡怡美美内内衣衣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总总经经理理 张张 飞飞

伊伊犁犁聚聚九九良良品品轻轻食食文文化化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总总经经理理 杨杨怀怀鹏鹏

上上海海博博承承商商业业道道具具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总总经经理理 张张建建飞飞
上上海海淮淮中中绿绿化化工工程程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总总经经理理 刘刘 标标
南南京京诗诗之之语语建建材材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总总经经理理 郭郭海海军军
大大连连金金超超金金属属物物质质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总总经经理理 韩韩永永超超
安安徽徽兴兴发发房房地地产产开开发发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总总经经理理 郭郭大大志志
杭杭州州利利辛辛商商会会 会会长长 丁丁 强强

热热烈烈祝祝贺贺利利辛辛县县人人大大政政协协两两会会胜胜利利召召开开
祝祝““人人大大代代表表、、政政协协委委员员””工工作作顺顺利利、、身身体体健健康康！！

（（排排名名不不分分先先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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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有梦想的学校 育有担当的新人
涡阳县第七小学教育集团

涡阳县第七小学教育集团
（原涡阳县第七小学）坐落于老子
故里———安徽涡阳， 成立于 2020
年 9 月， 是由原涡阳县第七小学
和第十小学组建而成。 目前，集团
学校拥有一支师德高品质、 专业
高学识、能力多方位、科研高水平
的教师队伍。

集团学校硬件设施先进 ，教
学环境一流，有高标准的微机室、
电子备课室、 多媒体教室、 仪器
室、实验室、图书阅览室、音乐室、
舞蹈室、书画室 、心理咨询室 、留
守儿童之家、 体育器材室等功能
室，建有报告厅 、篮球场 、塑胶跑
道操场、校园智能广播网、远程教
育网、 班班通工程和校长电子管
理系统等教学和先进的硬件设
施。 规划科学、布局合理、管理规
范、个性鲜明的文化氛围，处处饱
含着新时代的气息。

涡阳七小教育集团依照县委
县政府对城乡教育改革和教育集

团化办学的准确定位， 逐步形成
以“做有未来的教育，办有梦想的
学校，育有担当的新人”为学校发
展愿景；以“编织师生幸福生活的
摇篮，打造师生生命成长的高地”
为办学理念；以“关注学生的健康
成长，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关注
学校的持续发展”为办学宗旨；以
“崇德尚礼，励志笃学”作为校训；
建设“尚德、励志”的校园文化，追

求 “文化引领 、个性发展 ”，坚持
“让每一位学生在人生的舞台上
演绎精彩”，创建 “安全 、安静 、精
致、精彩”的和谐校园 ，培养有高
尚品德、有创新思想、有责任担当
的时代新人。 围绕立德树人，融合
五育并举，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推动七小教育集团优质均
衡发展。

优良的制度造就优秀的学校

文化品位， 教育集团为突出品牌
特色，不断加强精细化管理，通过
“强内功，塑特色 ”来推动集团校
的优质发展、内涵发展、个性发展
和精品发展， 大力开展 “一校一
品”、“年年有主线、 月月有主题、
周周有活动” 的德育教育、“体育
艺术 2+1”、“素质教育开放节 ”、
“美丽悦读”、“国学经典进课堂”、
“特色课间国学韵律操”、 七小艺
术节、七小艺术社团活动、花样篮
球、 足球、 羽毛球等阳光体育运
动， 积极营造了浓厚的书香艺体
文化氛围， 不断提升学校的办学
品位和校园文化氛围。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
济沧海。 在县委县政府、教育工委
的坚强领导下，学校将坚持党建引
领，落实以德树人，五育并举，深入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
真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全国教育大会会
议精神，以全面提升教学质量为目
标，做好长期学校规划，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用思想和行动引领学校
发展，引领师生成长，求实创新，努
力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

现在的七小教育集团两个校
区紧密相连，齐心协力，力争追求
高水平、高质量的均衡发展，确保每
个校区有特色，每个校区都精彩，面
貌日新月异，发展突飞猛进，声誉与
日俱增，犹如蓄势前进的旗舰，扬帆
远航，开创更加辉煌的明天！坚信在
上级主管部门的坚强领导下， 在群
众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和支持下，
学校全体师生同舟共济，团结协作，
秉承求真务实， 开拓进取的工作作
风， 紧紧抓住学校改革和发展的热
点、难点问题，坚持“以人为本、以法
治校”的理念，坚定“质量立校、科
研兴校”的思想 ，只争朝夕 ，不负
韶华， 定能共创涡阳七小教育的
新局面！

涡阳县第七小学教育集团祝“两会”胜利召开！

亳亳州州李李楼楼医医院院 院院 长长 雷雷建建军军
亳亳州州全全友友家家居居 总总经经理理 杨杨维维丽丽
亳亳州州市市万万邦邦食食品品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事事长长 贾贾广广林林
亳亳州州市市先先锋锋中中药药饮饮片片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事事长长 魏魏 勇勇

亳亳州州市市同同勋勋文文化化传传媒媒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事事长长 方方 坤坤

亳亳州州市市途途威威汽汽车车运运输输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事事长长 张张 杰杰

安安徽徽广广和和中中药药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总总经经理理 苏苏 恒恒

安安徽徽魏魏武武中中药药饮饮片片科科技技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事事长长 李李 杨杨

中中元元东东泰泰建建设设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事事长长 郭郭艳艳东东

中中铁铁置置业业亳亳州州投投资资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事事长长 孙孙以以成成

热热烈烈祝祝贺贺谯谯城城区区人人大大政政协协两两会会胜胜利利召召开开
祝祝““人人大大代代表表、、政政协协委委员员””工工作作顺顺利利、、身身体体健健康康！！

（（排排名名不不分分先先后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