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署民生工程
7 月 26 日， 太和县胡总镇召开

会议，部署民生工程工作，对民生工
程再安排、再部署、再要求。

会议传达了县民生工程工作会
议精神，学习了实施方案。

会议要求， 要增强责任感和紧
迫感， 加强民生工程的实施进展和

成效； 要夯实基础， 整理好档案资
料；要加大宣传，不断提升群众对民
生工程的知晓度、满意度，切实将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落到实
处，努力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
安全感。

范驰远

“迎峰度夏”管控
7 月，国网南陵县供电公司营销

部联合供指中心开展了一场针对各
供电所 2021 年度典型案例剖析宣讲
暨“迎峰度夏”投诉管控培训。

本次培训对供指中心梳理的近
两年发生频繁停电、 低电压等问题
的工单进行深入分析。 以近两年“迎
峰度夏”期间发生故障的线路、公变

等为切入点，就如何避免在“迎峰度
夏”期间发生类似问题 ，从设备 、人
员、 材料、 物资和业务管控各维度
“头脑风暴”。 下一步，该公司还将持
续加强各类供电业务管控， 上下联
动、 横向协同提升优质服务管控水
平。

熊雪娟 王蒙蒙

获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日前，国网湾沚区供电公司党委

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先进基层党组
织”荣誉称号。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该公司荣获芜湖市先进基层党组
织荣誉称号，既是上级党组织对湾沚
区供电公司以往工作的肯定，更是对

湾沚区供电公司未来工作的鞭策 。
该公司全体党员必将以此为契机，不
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从党的百年奋
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守正创
新，强基铸魂，用高质量党建推动公
司高质量发展。

石林林

联合义警禁毒
为进一步扩大禁毒宣传的覆盖

面， 使广大群众深入了解毒品的危
害性。 7 月 9 日，宣州区公安分局水
阳派出所认真谋划，精心组织，联合
水乡义警在辖区内开展丰富多彩的
禁毒宣传活动。

民警通过张贴宣传海报， 发放
宣传材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众
一一介绍毒品类型和危害， 积极倡
导每个人都要自觉抵制毒品， 选择
健康的生活方式。 盛飞

把好财务关
自今年 3 月以来，天长市新街镇

财政所围绕党史学习教育，深入锤炼
党性意识，更深层次学习好财政财务
制度，在工作中把好财务关。

一是思想方面，努力以党史学习
教育提升财政所人员党性修养，锤炼
纪律意识、制度意识、技能意识，从根

源上提高认识水平； 二是制度方面，
严格执行乡镇财政各项制度，做到事
前有依据编预算， 事中有监督合程
序，事后做到有跟踪有管护。 新街财
政所将继续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努力
保持“服务型财政所”的一贯作风，把
好财务关。 赵永春 马长青

确保电网运行平稳
7 月 23 日 0 时 40 分，繁昌电网

用电负荷今夏第四次刷新历史最大
负荷达到 42.832 万千瓦， 同比去年
夏季最大负荷增长 8.88%。目前，繁昌
电网运行平稳， 电力供应正常有序。
面对高温大负荷考验，该区供电公司

密切跟踪天气变化、电网负荷走势情
况，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制定事故应
急预案。 该公司各专业部门各司其
职，将迎峰度夏保电与近期防汛工作
结合起来， 全面落实各项保电措施，
确保电网运行安全平稳。 段方 夏杨

线损管控
进入“夏峰”，国网安徽无为供电

公司加强营销信息普查力度，持续提
升计量及时性和准确性，组织下辖供
电所对近期线损波动较大的台区开
展突击检查，对用电波动较大的用户
进行初步诊断，做到心中有数，手上
有招。

据悉，为实现精准降损，自提质

增效工作开展以来，该公司在台区线
损治理方面经过持续不断的发力治
理， 该公司台区线损率由 2020 年同
期的 3.25%降至 2.67%左右， 台区达
标率由 83%提升至 97%及以上，一体
化系统高损占比指标降至 1.3%及以
内。

刘奕欣

落实防汛措施
近日，霍山县诸佛庵镇积极开展

防汛救灾部署。
该镇要求 13 村（社区）党支部充

分利用应急广播、微信群、QQ 群、大
喇叭等多种载体，加大对人民群众的
防汛救灾知识和汛情信息宣传；全镇
各驻村点长到所辖各村迅速开展实
地走访调研工作，组织人员逐组和逐
户排查险情， 目前全镇及时转移 99

户 334 人，集中安置 10 户 22 人。 同
时对镇内 11 座水库按照县防控指挥
中心要求立即开闸放水，并对所有水
库山塘落实具体责任人进行 24 小时
巡查观测；镇纪委、水保、国土和城建
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全镇各村各单
位防台风工作进行纪律监督和技术
指导，发现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措施。

王轩

织密防汛安全网
金安区孙岗镇坚决杜绝麻痹大

意，以“四到位”措施全力以赴做好防
汛各项工作。

该镇确保责任分工到位，成立防
汛指挥部，以村（街）为单位，明确三
级网格员职责； 确保部署防范到位，
巡查全镇范围内水库、河流、池塘等

易涝点，对五保户、独居户等特困群
体进行摸排走访登记，通知所有室外
在建工程停工；全体镇村干部在岗在
位在状态，严格值班值守制度；确保
信息发布到位。 加大防汛宣传，提醒
群众做好防汛准备。

陈凯 朱云飞

校外培训机构检查
为做好台风“烟花”防御工作，7

月 25 日，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杨
柳派出所协同政府部门深入辖区对
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专项检查， 要求
校外培训机构全面暂停办学行为。

范丹丹

防汛排涝减灾
受台风“烟花”影响，蒙城县小

涧镇积极开展防汛排涝减灾工作。
他们组织党员干部入户宣传防汛减
灾知识；清沟沥水，疏通积水，排涝
减灾；加强应急值守，保障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刘熹罡

庐江供电全力抵御“烟花”
7 月 27 日， 国网庐江县供电公

司积极响应安徽省电力公司、合肥市
供电公司和庐江县政府防范台风“烟
花”工作部署，组织员工在 35 千伏万
山变电站、110 千伏石头变电站及 35
千伏同大变电站布置防汛沙包，调试
排水设施，全力确保台风“烟花”登陆
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防台防汛形势严峻，为减少恶劣
天气对电网造成的影响，该公司在台
风登陆前期，加强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和电网方式安排，开展输、变、配电设
备隐患排查治理，重点排查树、竹障
和防外破特巡，开展变电站红外测温
和五箱防凝露排查治理，以坚强电网
迎战台风“烟花”。 丁文康

中庙街道开展夏日关爱活动
近日，巢湖市中庙街道重点围绕

脱贫攻坚人居环境提升工作，积极帮
助相对贫困老人清洁卫生、 整理家
居，热心地为他们排忧解难，赢得了
老人们的称赞。

“缪主任，我家的纱窗坏了，帮忙
找个师傅修理下呀？ ”这是中庙街道
胜利村贫困老人郑紫东在向村扶贫
专干缪春燕求助。 郑紫东孤身一人
年老体弱，家庭生活多有不便，卫生
环境也是个大难题。 一直以来，村干

部经常上门为他打扫卫生、 整理床
被， 陪他聊聊天。 在郑紫东心里，村
干部是他第一时间可以依靠的人。

据悉，近一个多月来，中庙街道
六个村居累计走访贫困老人 100 余
户，针对各户不同情况逐户开展了关
爱行动。 通过关爱贫困老人的行动，
进一步营造了敬老、 爱老的良好氛
围，增强了贫困老人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弘扬了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
美德。 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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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贸易安徽有限公司租赁
以下库点向农户收购小麦，粮款已
向售粮人全额支付完毕，所收购小
麦的货权属于中粮贸易安徽有限
公司所有，至公告人小麦出库完毕
后终止，该权利不受其他任何单位
和个人的支配，任何单位和个人均
不得对以下租赁库点粮食货权设
置任何其他附加权利，具体租赁库
点、仓号及地址如下：

1、 安徽昌源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3 号仓库（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众
兴镇众兴街道）；

2、 安徽佛子岭面业有限公司
1 号仓库（界首市工业园区沧沟路
139 号）；

3、安徽禾木食品有限公司 2、
4、8 号仓库（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
经开区兴隆路 28 号）；

4、 安徽省开洲粮贸有限公司
6、8 号仓库（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
炉桥镇长炉路西侧）；

5、 定远县峰威粮油贸易有限
公司 2、3、4、6 号仓库（定远县池河
镇西黄桥村）；

6、 定远县劲隆粮油贸易有限
公司 1、2、5 号仓库（安徽省滁州市
定远县严桥乡兴隆街）；

7、 凤台县昌盛工贸有限责任
公司（凤台菁华库）5 号仓库（凤台

县钱庙乡米吴村）；
8、 凤台县润勤食品销售有限

公司 2 号仓库（安徽省淮南市凤台
县凤凰湖新区食品工业园）；

9、 凤阳县中益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9 号仓库（安徽省滁州市凤阳
县小岗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

10、广德县东湖粮油购销有限
责任公司 16 号仓库 （安徽省广德
市东亭乡工业集中区）；

11、安徽国粮鑫壘粮油购销有
限公司 2、3 号仓库（安徽省蚌埠市
固镇县城关二板桥蚌宿公路北
侧）；

12、怀远县龙翔粮食购销有限
公司 2 号仓库（安徽省蚌埠市怀远
县龙亢镇关庙村）；

13、淮南市洪图粮贸有限公司
5 号仓库（毛集实验区工业园区）；

14、界首市祥云面粉有限公司
1、2 号仓库（徽省界首市陶庙镇李
腰村高楼自然村西侧）；

15、安徽金鸽面业股份有限公
司 （官桥西库）1、2、4、5、7、8、9 号
仓库（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官桥镇官
桥中学西侧）；

16、明光市明禾粮油贸易有限
公司 1 号仓库（安徽省滁州市明光
市女山湖镇工业集中区）；

17、安徽明粮面粉工业有限公

司 10 号仓库 （明光市桥头镇北工
业园区）；

18、安徽省南陵县金穗米业有
限公司 1、5 号仓库（南陵县经济开
发区）；

19、舒城县城关省级粮食储备
库 1 号仓库（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
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一路与经四路
交叉口）；

20、宿州市金海面粉有限责任
公司 1、2、5、7、8 号仓库（安徽省宿
州市埇桥区永安镇股河新村 303
省道 56 公里处）；

21、濉溪县旭康粮贸有限责任
公司 1 号仓库（濉溪县双堆镇西曾
庄宿蒙路东侧）；

22、 安徽省东博米业有限公司
7、8、9 号仓库（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
经济开发区城南工业园富民路南）；

23、安徽省显峰粮油贸易有限
公司 5、6 号仓库（蚌埠市高新区天
河科技园叶姚村(国电大道北侧)）；

24、安徽鑫溢米业有限责任公
司 5 号仓库（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
城西湖乡碉楼村）；

25、颍上县淮鑫粮油贸易有限
公司 1 号仓库（颍上县鲁口镇富民
路南侧）；

26、霍邱县友荣米业有限公司
（大圩库）1 号仓库（霍邱县众兴集
镇油坊村 105 国道西侧）；

特此公告。
公告人：中粮贸易安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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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桐城市：技能培训促就业 民生工程惠民生
桐城市人社局多举措并用，顺利

完成技能培训提升民生工程年度任
务，促进了当地群众就业。

总结经验， 在 2020 年的工作基
础上更进一步 。 对比 2020 年 ，2021
年该市人社局进一步引导企业发挥

培训中的主导作用， 提高员工积极
性，扩大培训工种的范围，在大力培
训包装工、服装缝纫工等本地普遍工
种的同时，主动对接企业开展餐厅服
务员、焊工、车工等该市紧缺工种培
训。

安全培训 ，把疫情防控作为实
施项目的前提条件 。 2021 年疫情
虽然得到了整体控制 ，但是国内部
分地区仍然有发生疫情的危险 ，在
该市培训过程中 ，坚持把安全培训
放在第一位 ，在特殊关键时间段采

取线上培训替代线下聚集培训的
方式 ， 保证民生工程进度稳步推
进 。

简化流程，为培训工作各方参与
者提供最大便利。 减少纸质申报材
料，逐步推行电子证照、电子证明和

电子签章。 依托安徽省职业培训信息
管理系统， 实现了线上开班审核、线
上签到、线上培训日志填写、线上申
请结业等流程，提高了培训操作效率
和监管有效性。

毕晓

防溺水宣传
7 月 19 日下午，宣州区公安分

局经侦大队、法制大队、西林派出所
联合在西林辖区校外辅导机构开展
夏季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

活动中， 民警以点带面向辅导
机构负责人进行口头宣传以及发放
宣传材料， 讲解夏季防溺水的安全
知识及救援知识， 以提高辅导班学
生的自我防范意识。 通过此次宣传
活动，有效增强了学生的防溺水的安
全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 韩雪峰

杜绝违规“升学宴”
近日，国网巢湖市供电公司纪委

向全体员工发出杜绝违规举办“升学
宴”的廉洁提醒，提前向员工打一剂
廉洁“预防针”。

现在正值学生升学季，为杜绝员
工违规操办子女的 “升学宴”“谢师

宴”等“四风”问题，该公司纪委坚持
“预防在先，教育在前”的原则，强化
宣传教育，注重预防提醒，弘扬新风
正气，严防党员干部违规操办“升学
宴”“谢师宴”。

邵佩佩 马冬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