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运背包见证中国制造风采
前两天，一张图在朋友圈里刷

屏。 照片拍摄于日本东京，图中一
位 外 国 记 者 背 着 一 款 黑 色 背
包———那竟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的媒体包！

“13 年了还没坏”“质量太好
了”“你的背包， 背到现在还没烂”
……一个经久不“衰”的背包，引来

网友阵阵惊叹。而这，正是奥运赛场
上中国风采的一个缩影。

体育盛会是竞技的赛场， 也是
交流、展示的舞台。在东京奥运会赛

场，随处可见中国元素、中国风采。
就以运动器械、运动装备来说，红双
喜、瑞豹自行车、安踏、李宁、张孔杠
铃、天速地胶……中国制造已然成

为赛场上另一道让国人骄傲的风景
线。

这些年，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在
奥运赛场上越来越有 “存在感”，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背后是
自主创新， 是品牌意识， 是工匠精
神， 是中国制造与日俱增的国际影
响力。 摘自《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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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酒驾醉驾还不能喘口气
最高检近日发布上半年全国检

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数据显示，危
险驾驶罪仍是起诉人数最多的罪
名，共起诉 173941 人。

触犯危险驾驶罪案件中常见的
是“醉驾”案件。 危险驾驶罪案件总
量长期居高不下，是否意味着对酒
驾醉驾的治理不尽如人意？

其实，我国对酒驾醉驾长期“零
容忍”“严整治”，其效果是显而易见
的。今年是“醉驾入刑”十周年。据统

计，2020 年， 公安机关每排查百辆
车的醉驾比例比“醉驾入刑”前减少
70%以上。10年来，全国交通安全形
势能够保持总体稳定，这其中“醉驾
入刑”可谓功不可没，挽救了无数生
命，也避免了无数家庭的悲剧。

不仅如此， 对酒驾醉驾的治理
也有效扭转了社会风气。可以看到，
如今在饭桌上自觉抵制酒驾的人越
来越多， 身边敢于酒后开车的人越
来越少，诸如“喝酒不开车，开车不

喝酒”这样的交通安全理念已深入
人心，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

然而，治理酒驾醉驾还远没到
喘口气、歇歇脚的时候。 我们要清
醒看到，在“醉驾入刑”十年来的高
压查处态势下，仍有部分驾驶人无
视法律、无视生命、铤而走险酒驾醉
驾。 在传统酒文化的影响下，酒驾
醉驾具有长期性、反复性，仍是一个
多发易发的顽症痼疾。 同时，不能
忽视的是，随着广大农村地区经济

条件的改善和汽车数量的增加，其
作为管理力量薄弱、 管理难度大的
区域， 很可能成为酒驾醉驾治理中
的一块短板。

目前， 危险驾驶罪案件数量仍
处于高位， 反映出酒驾醉驾的顽固
性与执法司法机关坚持不懈持续加
大整治力度之间的较量。 必须持续
努力、久久为功，方能推动交通参与
者形成规则意识， 养成文明守法习
惯。 张璁

�“凡人英雄”
应被看见被善待
据媒体报道，7 月 24 日， 河南某物

业公司为侯文超颁发了“城市英雄”荣誉
证书， 表彰其在郑州此番特大暴雨中冒
着生命危险救人的英勇事迹。 同时，物
业公司还决定为其永久免除物业费。

这位“城市英雄”曾经历过特大暴雨
灾害，知道在车里停留的可怕后果，所以
当他在郑州京广北路隧道看到诸多辆被
堵、积水淹到轿车轮胎三分之二处时，果
断弃车并在下车后奔走呼喊， 逐个敲其
他车主窗户，提醒他们弃车逃生。

没有多么惊天地、泣鬼神，只是凭借
自身经验， 在即将被洪水湮灭的关键时
刻呼喊和提醒其他人远离危险。 但就是
这样一个举动， 在危急时刻发挥了不平
凡的作用。

此番灾情中， 如此被肯定、 激励的
“凡人英雄”，侯文超不是第一个。

让做了好事的人被看见、被善待，激
励、激发更多向善的力量、团结的力量，
我们才能战胜风雨，不断前行。

摘自《工人日报》

“红色课堂”开班
日前， 国网巢湖市供电公司举

办 2021 年第二期中层管理人员暨
供电所负责人培训班， 本次培训综
合采用集中面授、视频教学、交流研
讨等方式进行，44 位学员们先后前
往金寨县干部学院、 金寨县革命博
物馆等地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全面提升综合管理能力。

通过 4 天的深度学习，44 位学
员严格做到讲规矩、 守纪律、 树学
风，遵守培训班的各项纪律，安全有
序地完成了学习任务。 李正波

走访妇女儿童
日前，肥西县柿树岗乡妇联在做

好应对台风安全隐患大排查的同时，
组织乡、村（社区）妇联干部、儿童督
导员、巾帼志愿者等力量加强对留守
儿童、困境儿童、孤儿等特殊群体的
巡查走访。

工作人员向家长和儿童宣传台
风防范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儿童不可

私自到水库、鱼塘、河流等处游泳、抓
鱼，遇同伴落水不可盲目施救等防溺
水知识。 叮嘱家长要安排好孩子的
暑期生活、学习和安全问题，特别是
防范台风期间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
监管力度， 不可疏忽大意而造成悲
剧。

唐娟

应对台风“烟花”
近日， 霍山县太阳乡各部门迅

速行动 ，全力迎战 “烟花 ”，截止目
前，转移地质灾害点群众、居住危房
群众、留守老人共计 37 户 57 人。

该乡第一时间成立防汛指挥
部， 召开紧急部署会， 演练防汛预
案，备足防汛物资；成立“党员先锋
队”，对地质灾害点、建筑工地等重
点区域和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按
照“应转尽转”原则，采取分类安置，
利用党员活动中心远程教育站点，
播放防范台风、 暴雨自救知识以及
红色教育片。 朱云梦 姜格格

多举措防御台风
金安区城北乡落实 “四个一”措

施，打好防御“烟花”这场硬仗。
该乡落实结对帮扶一人不落，切

实做好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疾户、
五保户等重点群体的安全防护工作；
排查隐患一处不漏，对辖区内的老旧
房屋、敬老院、低洼积水点等重点区

域开展巡查； 宣传引导一户不少，以
54 个应急广播点循环播放防台风的
有关知识和应对措施，用微信群及时
推送台风最新消息；应急值守一刻不
松，所有值班人员在岗在位，党员突
击队成员 24 小时轮班值守。

李伟

专题组织生活会
近日， 国网宿松县供电公司各

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本次学习主题为“学党史，悟思
想，办事实，开新局”。 大家一致认
为要统一思想认识，学以致用，活学
活用。 沈新荣

监督疫苗接种
近日， 蒙城县小涧镇西王集社

区纪委对疫苗接种工作开展常态化
监督， 重点监督各网格疫苗摸底登
记接种是否到位、 宣传氛围是否营
造到位、常态化疫情防控是否到位。

通过对个别干部谈话提醒等方
式， 为社区疫苗接种工作有序推进
发挥保障作用。 截止目前， 西王集
社区累计组织群众接种新冠疫苗
2000 余人。 袁翠莉

慰问老兵
近日，裕安区固镇镇开展“爱心

送进光荣门 情系老兵暖心窝”慰
问活动。

该镇武装部、 退役军人服务站
一行先后来到六合村、冯郢村、河沿
村，为王永青、荣维顺、王自力三位
退役老兵送上了崭新的洗衣机、电
冰箱等家用电器， 并详细了解他们
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 对他们为
国家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朱晓宇

清除马蜂窝
夏天到了，马蜂繁殖旺盛，若其

在人员密集区域筑巢， 不仅影响人
们正常生活，还容易被蛰伤。 近日，
宣州区水东政府附近发现一处马蜂
窝，蜂窝直径约15厘米，不时有马蜂
飞来飞去。宣城市公安局水东派出所
民警穿戴好防蜂服后，使用杀虫剂对
其进行喷射驱赶消杀， 后将蜂窝摘
除装入编织袋中，并对周边“漏网”
马蜂进行清理，防止马蜂再次筑巢，
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曹义龙

庄墓镇办好民生实事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丰

县庄墓镇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
境整治、村级集体经济等方面，切实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有效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庄墓镇
立足实际，扎实推进“四带一自”特色
种养业提升工程，持续增加脱贫户的
“造血能力”。 同时采取“村集体经济
组织+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有
效带动群众增收。 今年，共计申报特

色种养业到户项目 212 个。
坚持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

加快乡村振兴和提高群众生活品质
的有力抓手，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确
保垃圾“日产日清”。 同时，加大宣传
力度， 结合美丽庭院评比，“门前三

包”制度等引导农户主动参与到环境
整治。

发展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助
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途径。 庄墓镇
因村施策，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因地
制宜发展莲藕、芡实、水面养殖等特
色产业，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的有效途径，为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注入强大活力。 张国强

高空抛物被批评
近日，宣州区公安分局西林派出

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高空抛物深
夜扰民。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发现是对面的楼上有人在扔易拉罐，
幸好大街上没什么人经过，否则将砸
伤路人。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来到
当事人家中，其父亲告诉民警，扔东

西的是正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因为
顽皮贪玩，半夜不睡觉把易拉罐扔下
去。 随后，民警对其父亲进行了法治
教育和法律宣传，告知其高空抛物的
违法性，同时，嘱咐其父亲，要看管好
自己的小孩， 防止高空抛物砸伤别
人。 韩雪峰

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
7 月 29 日，南陵县籍山镇先进

村党总支组织党员、 计生协志愿者
到该村石铺街道开展志愿服务宣
传， 入户宣传疫情防控政策和疫苗
接种知识，发放宣传小折页，张贴通
告，用行动诠释着志愿服务精神。

李灯洋 梁卉熊 凌峰

防电诈宣传
为提升辖区群众预防电信网络

诈骗的安全意识，近日，宣城市公安
局沈村派出所民警联合江淮义警，
通过上门讲解防电诈知识及发放宣
传资料等方式， 对辖区居民开展防
电诈宣传。 沈为民

脱贫户变身乡村“美容师”
“村里给我安排了保洁的工作，

每月我就有固定收入”， 巢湖市中庙
街道河西村脱贫户刘泽玉说道：“我
每天干保洁，心情都怪好的，觉得自
己还有点用， 还能为村里做点事情，
现在我的身体都比以前硬朗多了。 ”

自从当上保洁员，刘泽玉特别认
真负责，每天一大早就拿起扫帚推着
车子， 清扫路道， 从不留卫生死角。

在中庙街道像刘泽玉这样从事村居
保洁的脱贫户共有 8 名。聘请脱贫户
当保洁员，将精准扶贫与农村环境整
治工作相结合，优先考虑聘用建档立
卡脱贫户当保洁员，这不仅解决了部
分脱贫户就业问题，帮助他们实现了
增收脱贫，又能让农村的卫生环境得
到持续改善，实现精准扶贫和美丽乡
村建设的双赢。 彭璐

做好出生缺陷预防
金安区城北乡八里滩村紧紧围

绕着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策略，充
分做好预防出生缺陷民生工程宣传
工作。

该村对上门宣传婚前医学检查
的必要性，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可能
影响孕育的风险因素， 对已经怀孕
的孕妇进行建档立卡， 免费发放叶
酸片，定期提醒孕妇进行产前检查，
及时掌握孕妇和胎儿的健康状况。

沈怀刚 张婷婷

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近日，国网湾沚区供电公司团委

组织青年前往该区烈士陵园，把党史
学习教育的课堂从教室“搬进”现场。
当天，该公司青年员工怀着无比崇敬
的心情，来到了湾沚区烈士陵园。 在
高大的烈士纪念碑前，青年们瞻仰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列队向革命烈士三
鞠躬，为他们献上鲜花，表达哀思，鞠

躬默哀， 现场氛围肃穆沉静。 随后，
青年员工代表结合自己工作以来的
经历和党史学习体会，向现场青年分
享党史及身边优秀党员故事，勉励大
家要以革命先烈为楷模，发扬不畏艰
苦、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以青年人
朝气蓬勃的风貌和时不我待的精神
奋力拼搏。 田乐

保障资金安全
为确保今年民生工程资金落实

到位， 天长市铜城镇财政部门进一
步强化民生工程资金筹集和管理，
规范审批程序，强化监督检查，阳光
操作， 确保民生工程资金使用安全
规范， 着力提高民生工程资金使用
绩效。 刁杏坤 徐梅

确保汛期安全
近日， 埇桥区栏杆派出所组建

防汛巡逻组， 加强对辖区奎河湾地
段隐患排查， 联系村委会做好排涝
工作，并对辖区敬老院逐一检查，确
保重点单位不出问题， 用实际行动
为群众做实事。 苏新亮

禁毒反电诈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的禁

毒、电信诈骗防范等安全意识，营造
全民参与禁毒、反电诈的良好氛围，
7 月 25 日上午，宣州区公安分局水
阳派出所组织辖区保安员、 义警到
水阳镇疫苗接种点， 向接种疫苗的
群众进行禁毒、 电信诈骗防范宣传
活动。 此举有力地提升了群众自觉
抵制毒品及防范电信诈骗的意识。

盛飞

乡风文明评议
日前，金寨县吴家店镇成立 81

个乡风文明评议小组 13 个审议小
组 13 个村民监督委员会，强化组织
领导，加大宣传力度，规范程序等，
在全镇范围内掀起乡风文明评议热
潮， 夯实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
之基。 杨多保

铭传乡严阵以待防范台风
肥西县铭传乡高度重视防台风

防汛工作，未雨绸缪，全力守护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该乡组织防台风行动小组，对全
乡 300 余个自然郢的万余常住村民
的住房安全情况逐一摸排，对存在隐
患的危旧房屋进行加固或拆除，群众
及时予以转移安置；利用乡村两级应
急广播定时播放《铭传防台风需知》，

利用宣传车小喇叭、宣传提示单和微
信群、朋友圈等形式，宣传气象台发
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以及防范台
风温馨提示；对危房、危险地段、河塘
水库进行重点巡查，对辖区内所有小
II 型水库、 塘坝水位进行进行 24 小
时监测，建立 24 小时长效应急队伍，
建立台账，做好泄洪准备。

陈家乐 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