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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园街道蔡畦主任督查人居环境整治

星园街道李良忠书记督查美好乡村建设

教育的沃土 英才的摇篮
———安徽省涡阳第四中学

涡阳四中坐落于老子故里———
安徽涡阳， 是一所全日制公办高级
中学。 学校创办于 1997 年， 1998 年
6 月被评为市级示范高中 ，1999 年
12 月被评为安徽省首批示范高中 。
学校现有教职工 346 人，安徽省市特
级教师 2 人，高级教师 144 人，硕士
研究生 60 余人，省教坛新星、市学科
带头人、 骨干教师 56 人。 在校学生
近 4500 人。 系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先进单位、 连续十二届省文明单
位、市“十佳文明学校”。

涡阳四中校园布局精巧， 景色
优美； 硬件设施完善， 文化氛围浓
厚。 道源古韵与校园美景完美融合，
营造出一方教育沃土。

建校以来，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
支持下， 涡阳四中人谨遵 “自强不
息，厚德树人”的校训，努力拼搏，在
教育教学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 2004 年，四中学子刘震云考入北

京大学。 2007 年，李刚、于新辰分别
以亳州市应届理科第一、 二名的优
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2008 年，李天
琪考入清华大学。 2010 年，杨恒考入
清华大学。 2012 年，朱静、秦艳艳分
别获得亳州市文科应届第一、 第三
名。 2014 年，赵福林获全县理科第一
名（亳州市第二名）。 2015 年，李矫阳
以 660 分夺得亳州市文科第一名；张
子乐以 655 分喜获亳州市文科第二
名。 2016 年，蒋昊同学勇夺县文科第
一名。 2017 年，曹思宇夺取县文科第
一名， 胡宇梦获得涡阳县理科第二
名。 2018 年高考全县理科前十名该
校占三人， 章子慧同学被北京大学
录取； 文科前十名， 涡阳四中占六
人。 2019 年董佳乐考取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少年班。 2020 年高考高志伟
获全县理科第一名、 张寒星获全县
文科第一名全市第二名。 2014 年至
今， 学校连续获得亳州市高中教学

质量评比一等奖， 实现培优和综合
素质提升双丰收！

涡阳四中实施“人才强校，科学
发展”战略。 在全市率先开展智慧课
堂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大
数据、 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积
极打造打造智能、高效的课堂。 学校
新建理化生实验室 5 间，新增百兆光
纤两条，为 19000 册图书建立了电子
信息。 学校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教育
活动的开展， 打造了一支 40 人的科
技创新团队， 确立了 19 个科技创新
类课题， 目前拥有 18 个科技创新成
果和 2 个科技实践活动及 1 个科技
辅导员项目。 2020 年获省二等奖 1
项，市一等奖 2 项，市二等奖 7 项，市
三等奖 9 项。 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
的发展，提升了学校的办学品位。

涡阳四中切实贯彻《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积极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五育”并举，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成立了国
学社 、书法社 、礼仪社 、手工社等十
几个社团， 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
动。 通过综合素质展示节，为学生提
供展示风采的舞台，促进学生综合素
质的提升。

涡阳四中大力倡导科研兴校 。
学校承担研究国家级课题 3 项，省级
课题 8 项，市级课题 26 项。教职工每
年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
文 30 余篇， 市级以上获奖论文 150
余篇。

聚涡水灵韵，育道源英才。 在党
的十九大精神鼓舞下、在中共涡阳县
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校上下
大力弘扬“四个为了”四中精神和坚
持“服从服务，至善至美，自强不息，
厚德树人 ”的校风校训 ，秉承 “紧 、
严、细、实”的管理理念，团结全体教
职工“内抓质量，外塑形象”，把涡阳
四中建设成为皖北一流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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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阳县马店集镇卫生院

为民守护 不忘初心

涡阳县马店集镇卫生院创
建于 1970 年，集预防保健、医疗
为一体， 肩负着辖区 15 个行政
村约六万人的医疗保障和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的重任。 该院以
绩效考核工作为抓手，狠抓党建
工作，促进队伍建设 ，夯实技术
根基，全力助推管理水平 ，提升
医疗服务层次。

为民守护 ,不忘初心。 卫生
院坚持“科技兴院、质量建院、人
才强院 ”的理念 ,先后与淮北矿
工医院、涡阳县中医院等展开深
入合作 ， 打造医共体的强强联
合。 如今，卫生院已有本科学历

11 人 ，专科学历 52 人 ，新建标
准化手术室、 购置 GE 螺旋 CT
机、DR 机， 大型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全自动血凝仪 、电解质分
析仪等多套大中型设备。

善于创新抓基础，敢于担当
强素养。 卫生院把心系人民，为

民惠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放在首位，坚决落实帮扶
政策。经常性开展民生工程宫颈
癌筛查、 健康体检等惠民工程。
公共卫生民生工程每年稳居全
县先进行列。

2020 年春节期间，按照疫情

防控需要，卫生院全体职工放弃
假日， 坚守在疫情防控最前沿。
马店集镇作为亳州市第一例新
冠肺炎病例的首发地 ， 以及返
乡人员的增多 ， 卫生院抽调人
员为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开展
居家隔离观察 ，每日测量体温 、

环境消杀 、 对疫区返回人员进
行流调 ， 共为通过大数据比对
的 武 汉 返 乡 人 员 做 核 酸 检 测
385 人次， 辖区 15 个村室人员
全部参与为返乡居家隔离人员
进行医学观察， 测量体温 3000
多人次。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一
致赞扬。

经过翻天覆地的发展 ,卫生
院取得一项项骄人成绩：先后获
得安徽省 “优质服务基层行”达
标单位；2019 年获得中医院医共
体综合评比一等奖；被亳州市总
工会、亳州市扶贫开发局评为先
进集体。

涡阳县星园街道办事处

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2020 年以来，涡阳县星园街
道办事处不断深化产业转型升级
的“龙头工程”、有序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的“生态工程”、持续完善
造福群众的“民心工程”、全力推
动夯实基层组织基础的 “党建工
程”，全年生产总值 30042 万元 ，
财政收入 5200 万元，经济运行质
量、 各项约束性指标完成质量良
好， 街道上下凝心聚力、 真抓实
干、攻坚克难，经济社会保持高质
量发展强劲势头。

聚焦农业发展
着力创建活力星园

高效农业转型升级。 继续围
绕“一心二轴三片区”发展思路，
重点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优化农
业结构调整 ， 农作物播种面积
8635.9 公 顷 ， 其 中 粮 食 总 产
56830 吨，油料 39.82 吨 ，畜禽产
品产量 1651 吨。重点推进现代农
业多元化发展，流转 2000 亩土地
发展高效农业，投资 2400 余万元
建设长三角蔬菜基地示范园区，
大棚蔬菜直供上海餐桌 ；400 余
亩耕地“一块田”试点工作有序推
进。 大力推进特色农业产业提升
工程，发挥长三角绿色蔬菜基地、
“1 号公路”项目领头作用 ，大力
发展集观光采摘、科普教育、蔬菜
配送、农事体验、文化娱乐多效合
一的现代化农业，促进“电商+农
产品”发展，推进一二三产业深度
融合发展。 深化农村公共空间治

理。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最后一
公里、 灾后水利设施及交通道路
建设等项目实施公共空间清理，
清理出公共空间 550 亩。实施“千
庄千树”工程，栽植苗木 950 亩，
基本解决了无树路、无树沟、无树
庄问题， 逐步形成田成方、 树成
行、路成网、水相连的平原绿化大
格局。农村改革有序推进。积极谋
划土地托管工作， 依托村级经济
合作社把种植大户、 农户分散地
块划片区进行全程托管， 利用村
党总支会、村两委及党员大会、种
植大户会、群众会等四个会议，为
一般农户和种植大户算好托管
前、后收入和支出两笔账，积极推
进农事托管进程。 举办各类技术
培训，开展技术与信息服务。

聚焦共建共享
着力建设美好星园

大力实施美丽集镇建设。 完
成集镇道路扩建提升、路灯安装、
污水管网建设、 店面立面出新等
项目。 建设水泥路 3 条、下水道 4
条、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4 个、绿化
项目 1 个，路灯安装 213 盏，完成

农村畅通工程 33 条， 建设长度
12.696 千米， 建设一批具有星园
文化鲜明特色的美丽乡村。 乡村
环境更加优美。 扎实推进人居环
境三年整治行动，梯次推动拆违、
净化、绿化、硬化、亮化和文化植
入工程，按照“43311”标准全面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共清
理柴草 6 吨，清理乱堆乱放 3000
余处， 拆除破旧危房 86 余处，拆
除残垣断壁 172 处， 人居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 生态环境得到有效
保护。持续推进“上善若水”和“深
呼吸”行动计划，全面推行“河长
制”“林长制”“路长制”。整合项目
资金 400 余万元， 开挖疏浚胜利
沟、万陈沟、石雁沟、向阳河、西界
洪河等，确保辖区内“河畅、岸绿、
水清、景美”，全力营造良好的水
生态环境, 中央和省环保督察反
馈问题全面完成整改， 清理取缔
“散乱污”企业 76 家，连续 10 年
实现秸秆禁烧零火点， 全力做好
禁燃禁放工作， 实现全域规定时
段烟花爆竹“零燃放”。

聚焦民生福祉
着力打造幸福星园

以精准抓脱贫， 脱贫攻坚取
得实效。 依托扶贫领域 “十大工
程”建设为抓手，紧紧聚焦“两不
愁三保障”，创新工作思路，突出
重点、多措并举，抓紧抓实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教育医疗、兜底保
障等政策落实， 围绕脱贫攻坚工
作部署， 组织大排查落实问题整
改，结合“四季攻势”，序时推进走
访调研和五级书记遍访行动，落
实动态调整，实施精准产业扶贫，
巩固提高脱贫质量。 共开发公益
性岗位 780 多个， 投资 100 余万

元，完成田小庙、史寨村两个就业
扶贫车间标准提升并通过验收。
星园街道省级贫困村 5 个， 已全
部出列，2020 年星园街道建档立
卡贫困户 1815 户 4141 人， 截止
2020 年底贫困户全部脱贫，贫困
发生率为 0。 以实事惠民生，民生
保障持续加强。 坚持应保尽保原
则， 保障城乡低保对象 1349 户
2448 人 ， 分散供养五保户 193
人，向特困户、低保户、五保户、困
难残疾人等困难群众发放救灾款
37.5 万元、救灾物品 260 余件。实
施低保户城乡医疗临时救助 24
人，救助资金 68430 元；排查留守
儿童 857 人； 对 1148 名 80 岁以
上老人办理了高龄补贴；对 2100
名 50-90 岁以上老人办理了银
龄安康保险，做到了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 对 344 名重度残疾人发
放护理补贴 24.76 万元 ； 对 788
人困难残疾人发放了生活补贴资
金 41.12 万元。 以服务添动能，文
体惠民精彩纷呈。 积极探索 “村
（社区）、社团、志愿者”联动机制，
有效盘活各类社会资源， 开展文
体惠民活动。整合志愿者队伍，开
展 “文艺轻骑兵演出”“红色电影
展映”等各类活动 260 余场，基本
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
的常态化服务模式， 不断丰富居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增强广大群
众满意感、幸福感。

聚焦基层党建
着力构建担当星园

强化党建引领， 基层党建激
发新动力。 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
精神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把党的决策部署落实到工作

中来，坚决把党的方针、路线、政
策在星园街道落地生根，建设更
加坚强有力的党政领导班子。 做
好“四联四增”，召开中央脱贫攻
坚专项巡视 “回头看 ”整改暨深
化 “三个以案 ”警示教育专题民
主生活会， 积极查摆出 45 项问
题， 并对照问题一一整改销号，
制定长效机制。 大力实施“四提
升行动 ”做好 “一抓双促 ”工作 ，
开展基层党组织 “登高 ”，2020
年市挂牌五星基层党组织、五星
远教站点 2 个，排查整改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 1 个；星园街道新
办公楼已打造完成投入使用，并
准备进一步提升。创新全域党建
基层治理展现新面貌。 基层治
理工作是街道担负的重要职责
和任务。 今年以来，星园街道逐
步构建了区域统筹、 条块协同、
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全域党建
新格局，并在社会治理和服务发
展方面效果显著。在社会治理方
面发挥作用明显。积极推进邻长
制基层组织体系建设，共设置片
长 86 人 、组长 165 人 、邻长 894
人 ，推广邻长制 APP，积极发挥
邻长作用，引导群众参与基层治
理。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抗洪
救灾、 基层治理等中心任务中，
组织党员积极参与、 献力献物，
党组织时刻坚守阵地，充分发挥
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基层稳定作
用发挥明显，严格落实信访包保
责任制， 加强平安星园建设，积
极开展 “扫黑除恶 ”专项行动和
“平安建设”活动，矛盾调处率达
100%， 有力化解社会热点难点
问题，群众“满意度”调查位居全

县前列。 强化队伍建设 工作作
风迈上新台阶。星园街道领导班
子坚持从抓自身建设入手，不断
在强化政治学习中坚定理想信
念，在深化党性锻炼中改进工作
作风。 把政治教育、业务学习以
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三结
合，使广大党员干部在不断学习
中提升综合素养 。 2020 年建立
起党工委书记及班子成员联系
党支部制度，领导干部每人联系
一个领域支部，各自抓好所联系
支部的学习建设。 积极倡导价值
引领， 坚持党工委书记讲党课，

领导班子成员进社区、进单位讲
党课，强思想、树旗帜。 全面落实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坚持 “书记
抓、抓书记”，把责任传导到各村
（社区）和机关党支部，形成级抓
一级 、层层抓落实局面 ，不断扎
紧制度的笼子， 严肃责任追究。
以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党风党纪
教育为重点，深入开展示范教育、
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 把干
部本人、 家庭和社会教育无缝对
接， 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 “教育
链”。

（张琪 于书培 丁佩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