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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宽×高）cm
价格

（元）

整版（24×30.5） 100000

半版（24×16.5） 40000

通栏（24×8） 20000

栏花广告 150元/cm2

二至十五版

规格

（宽×高）cm
价格

（元）

整版（23×34） 25000（彩）
20000（套红）

半版（23×16.5） 15000（彩）
12000（套红）

通栏（23×8） 8000（彩）
6000（套红）

栏花广告 50元/cm2(彩)
30元/cm2(套红)

封底（彩色）

规格

（宽×高）cm
价格

（元）

整版（24×33.5） 40000

半版（24×16.5） 20000

通栏（24×8） 10000

整条 3.5×36 1200

2022年
广告价格表

头版（彩版）

规格

（宽×高）cm
价格

（元）

周刊报眼

中缝

规格

（宽×高）cm

10×3.5

价格

（元）

2000

广告热线：0551-

65179786

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近日， 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

局杨庄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商
户、 村居向群众讲解禁毒相关知
识，通过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张贴
标语、口头讲解等多种形式，广泛
宣传毒品的危害及禁毒知识。 此
次宣传活动增强了群众防毒拒毒
意识， 为营造全民参与禁毒斗争
夯实了基础。

万晨

组织观看警示片
4 月 24 日, 蒙城县小涧镇窑

山村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 《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 我们还有哪些差
距》。 观看结束后,窑山村要求结
合疫情防控推进文明创建工作，
纪检委员要抓实卡点常态化监
督，共同守护好平安，在疫情防控
中推进全国文明创建工作的落
实，积极疫情防控和文明创建“两
不误”。

张侠

禁毒宣传进社区
为提高辖区群众 “识毒、防

毒、拒毒”的能力，4 月 23 日,宿州
市公安局埇桥分局永镇派出所开
展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使群众更
加意识到毒品对社会造成危害的
严重性， 营造了浓厚的禁毒宣传
氛围。 武泽熹

女医师奋战抗疫一线
自六安抗击疫情以来，霍山县

下符桥镇卫生院执业医师广新秀
主动报名前往六安市支援疫情防
控。

面对高强度的核酸采样工作，
她穿上防护服， 一干就是一天，每
天的工作都是“超长待机”，一天下

来面罩早已模糊，头的两侧疼的厉
害，双手控制不住的颤抖。 但是她
没有退缩，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平
均每天采集一千多人，用辛劳的付
出、医者的初心，全力以赴筑牢疫
情防控线，守护着大家的安全和健
康。 黄玉霞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近年来，界首市任寨乡从解决现

实问题入手，不断摸索农村环境治理
长效机制，切实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
理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

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行动，将
整治环境卫生分片责任到位到人，定
期组织人员开展环境卫生治理行动。

路两侧、河道沟渠及居民房前屋后的
垃圾杂物进行整治净化。 勤巡查、常
清理、回头看，引导群众支持配合，坚
持巩固治理成果，引领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治理水平， 为乡村振兴擦亮底
色。

杨晓玲摸清劳动力资源
为全面掌握农村劳动力资

源现状，为乡村振兴提供精准人
才服务 ，近日 ，霍邱县潘集镇开
展全镇农村劳动力资源数据摸
底工作。 此次摸底工作，由镇社
保所指导各村结合户籍底册筛
选出符合调查摸底年龄段的农
村劳动力，录入相关档案，同时，
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入户调查工
作，逐条完善基本情况和就业现
状。

季平韦

疫情防控不松懈 乡村振兴有作为
面对当前六安市严峻复杂的疫

情防控形势， 霍邱县彭塔镇坚持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与乡村振兴 “两手
抓、两促进”，确保在当前特殊情况
下， 筑牢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屏障的
同时，杜绝返贫情况发生，确保当前
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不断档”。

疫情开始以来， 彭塔镇组织全
镇所有乡村振兴专干、 帮扶干部迅
速行动： 一是全力以赴摸排来返人
员。 通过组织人员入户、电话、微信
等多种形式摸排上报外地返乡人

员， 尤其是中高风险地区返来彭塔
镇人员，确保重点人员一个不漏。 并
与在外地务工人员进行联系， 劝导
其在疫情期间“非必要，不返乡”，一
旦返乡立即向所在乡村进行报备，
配合做好一系列防疫措施； 二是不
遗余力做好教育保障 。 摸排申报
2022 年第一批春季 “雨露计划”，资
助学生 148 名。 并时刻关注学生疫
情期间线上网课是否存在困难和问
题，全力帮助解决；三是同心协力推
进工作落实。 在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的同时，网格员同步推广“安徽防止
返贫监测对象申报”小程序，对网格
内家庭情况有重大变故的及时上报
研判，符合条件的纳入监测。 同时配
合人社所做好人力资源采集工作，
积极帮扶脱贫群众及时就业， 解决
脱贫群众后顾之忧。

下一步， 彭塔镇将在抓牢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 以更强烈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采取更有力的举措，继
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取得新成
效。 潘蓓蓓

建好“四好农村路” 畅通群众幸福路
近年来，霍邱县范桥镇通过抢抓

“四好农村路”建设机遇，努力消除阻
碍农村发展的交通问题，从实现“村
村通、组组通、户户通”，再到农村公
路提质改造工程，进一步促进产业发
展，铺就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2022 年， 范桥镇通过项目库申
请，将 2022 年联乡组-王老庄组-司
楼组路纳入计划实施的项目中，目前

此路已投标完成， 正在筹备建设中。
2022 年联乡组-王老庄组-司楼组路
是范桥镇王老庄村联乡组、王老庄组
和司楼组群众出行的通道，此路预计
总投资 200.2 万元，其中市级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63.24 万
元，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 44.27 万元，拟建长 1.82 公里混
凝土路面，路面宽 4.5 米厚 20 厘米，

路基宽 5.5 米厚 30 厘米碎石垫层，
路面抗弯拉强度不低于 4.5mpa，同
时实施安防工程和排水工程。

目前范桥镇王老庄村民委员会
正在和 2022 年联乡组-王老庄组-
司楼组路沿线的村民进行协商，希望
沿线群众能对修路过程中征迁土地
的行为予以理解和支持，保证道路建
设能顺利进行。 随着联乡组-王老庄

组-司楼组路项目的完成 ， 原本狭
窄、坑洼的乡村小道将会变成宽阔平
整的水泥路，直通到家家户户。 后续
道路修筑完成后，也会贯彻“权责明
确、分级管理、管养有效、奖惩有效”
的工作原则，配备护路员对修筑好的
道路进行养护， 真正把农村公路建
好、管好、护好、运营好。

魏巍

防范宣传
为加强校园师生禁毒， 反邪

教意识，近日，宣城市公安局养贤
派出所民警、 辅警开展反邪教宣
传进校园活动， 课堂上民警通过
发放宣传单与现场讲解等形式，
切实提高校园师生禁毒， 反邪教
意识，并利用此次契机，开展校园
护学岗工作， 确保校园师生出行
安全，筑牢安全防线。 丁伟

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近年来，霍邱县河口镇紧紧围绕

乡村振兴战略相关部署，以网格化管
理为抓手，着力打造党建+基层的社
会治理新模式，通过优人选、强保障、
重落实的举措， 加快建设一支素质
高、能力强、业务精的网格员队伍，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力量。

河口镇要求网格员政治素质高、
群众基础好、综合能力强，且有意向

从事群众工作，能够积极参与到家乡
建设发展。 通过镇村及村民组三级
评议审核，确保选优配强目标，今年
河口镇共选出 234 名高素质的网格
员。 今年以来，已组织开展网格员培
训 3 次，参训 700 余人次。

该镇按照党员参与率不低于
60%的比例整合网格员队伍， 构建
“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党员网

格员”的三级组织链条，同时明确网
格员工作例会、职责公示、监督评议
等制度。 对网格员进行综合考评，对
群众满意度高、考评优秀的网格员优
先纳入村“两委”后备力量，优先推荐
为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劳动模范
等。

河口镇以“网格化管理、组团式
服务”为抓手，切实将基层网格化管

理同疫情防控、乡村振兴等工作相结
合，做到人在“格中走 ”，事在 “格中
办”，实现基层治理“一张网”全覆盖，
以更加精细高质的服务回应群众所
需、所求、所盼。 同时，强化监管，镇
村分别安排专人对各网格工作落实
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督，建立问题台账
限时整改到位。

何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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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卫华 342922197706093018 石台县仁里镇杜村村杜村组 32000.00 2006/6/1 曹立华 342922197208221515 石台县仙寓镇南源村叶村组
钱卫华 342922197706093018 石台县仁里镇杜村村杜村组 18000.00 2006/10/20 裴 磊 342922198108163017 石台县仁里镇杜村村杜村组
胡 斌 342922198301283010 石台县仁里镇贡溪村高东组 40000.00 2006/9/22 黄 艳 342922197710153765 石台县仁里镇陵园路 1 号 1 室
程木林 342728195409022270 石台县小河镇东庄村雷岭组 48000.00 2006/9/22 涂必俭 342922196801192271 石台县小河镇九步村羊山组

汤银平 34292219740712227X 石台县小河镇九步村马施组 47000.00 2007/07/10
吴凯生 342922196805252278 石台县小河镇莘田村下塅组
程度普 342922196608152278 石台县小河镇狮山村生田组
谢翠红 342922197507042285 石台县小河镇狮山村山头组

谢红梅 342922197210292267 石台县小河镇九步村马施组 9000.00 2007/12/20 高 政 342922196811012270 石台县小河镇莘田村下村组
吴后继 342922197608312272 石台县小河镇莘田村里边组 7000.00 2001/6/6 陈信义 342728195411262273 石台县小河镇莘田村上街组
张选军 342922198708282271 石台县小河镇莘田村上街组 38000.00 2005/4/17 王文兵 342922197506282279 石台县小河镇莘田村上村组
朱国长 34272819570927227X 石台县小河镇莘田村下嘴组 24000.00 2007/9/10 赵金海 342728195103182271 石台县小河镇莘田组莘田组
杨会兵 342922197708272271 石台县小河镇莘田村上街组 180000.00 2010/6/30 王文兵 342922197506282279 石台县小河镇莘田村上村组
刘会正 342922196408262034 石台县小河镇小河供销社 40000.00 2006/1/18 程贤来 342922196512062032 石台县小河镇安元村瓦屋组
余 成 342922196302123773 石台县仁里镇和平南路 22 号 45000.00 2010/6/22 储远松 342922197002123776 石台县仁里镇舒家背新村 7 号 3 单元 402 室
胡青牙（伢） 342921198208202347 石台县小河镇安元村南山组 50000.00 2004/8/30 程向阳 342901720129583 池州市兴学巷 4 号
余风（凤）云 342728196112062022 石台县小河镇安元村南山组 50000.00 2005/2/1 丁如松 342728630427201 石台县七都镇七井中心学校
汪恭保 342922197005022276 石台县小河镇狮山村王岭组 30000.00 2010/9/6 赵小三 342922197702072279 石台县小河镇莘田村东风组
储远庭 342922197511153770 石台县仁里镇秋浦东路 14 号 1 幢 3 单元 202 室 50000.00 2005/11/4 李永来 34272819540417151 石台县仙寓镇南源村五组
程志国 342922197712053514 石台县仁里镇城南居委会 15000.00 2005/11/4 严 斌 342922196810223519 石台县仁里镇和平南路 30-2 号
汪可荣 342922196301013791 石台县牯牛降路仙寓小区 20000.00 2006/3/27 斯晓鲁 342922197412013270 石台县矶滩乡塔坑村刘冲组 1 号
舒志民 342728196812091772 石台县仁里镇秋浦西路 9 号 50000.00 2008/12/8 唐水林 342728196702121774 石台县大演乡新唐村 234 号
张立平 342622690215393 石台县仁里镇七里村老街 30000.00 2007/12/31 孙章华 342922196510063779 石台县仁里镇中街巷

张立平 342622690215393 石台县仁里镇七里村老街 60000.00 2006/4/28 孙章华 342922196510063779 石台县仁里镇中街巷
刘根辉 342922720209351 石台县仁里镇七里村河口组

舒保国 342922197804111013 石台县横渡镇香口村 48 号 74200.00 2009/1/8 陈文干 342728196111131014 石台县横渡镇香口村下街组
借款人 身份证号码 地 址 贷款余额（元） 借款日期 保证人 身份证号码 地 址

（上接第 5版）

种植优质稻致富
南陵县籍山镇柏林村了边

冲村民组脱贫户苏宝国 ， 今年
来 ，在村党组织的关怀下 ，利用
当地资源优势， 承包乡邻 23 亩
农田 ，种植优质水稻 ，获省补助
4000 元，走上致富路。 去年家庭
总收入 63036 元 ， 人均纯收入
15759 元。

王引 梁卉 抗旱

举办“红色经典”读书活动
在第 27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庐阳烟草专卖局党支部举办“红
色经典”读书活动。

活动以党小组诵读形式开展，5
个党小组党员代表分别诵读了《浴火
摇篮》《我和共和国的故事》《夏明翰

的三封家书》等经典篇章。
通过重温红色经典中的名篇名

段，感悟革命历程的艰辛，珍惜今天
的幸福生活，坚定信仰信念，强化责
任担当，焕发奋进力量。

魏海云 王金

为脱贫户上门测核酸
近日 ，霍邱县冯瓴镇进行全

员核酸检测 。脱贫户王家华老两
口年事已高 ，腿脚行动不便 。 冯
瓴镇柳台村村医时应彬说 ： “让
他们在家等着 ， 我上门做 。 ”在
烈日炎炎的中午 ，时应彬穿着厚

厚防护服挨家挨户地跑 ，衣服湿
透了又干 ，干了后又湿透 。 这样
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次 ，终于完
成了柳台村全员核酸检测的工
作 。

张义霞

宣传禁种铲毒
为加大禁种铲毒宣传力度，

有效铲除非法种植罂粟等毒品
原植物 ，近期 ，埇桥区芦岭派出
所联合镇综治、司法所开展春季
禁种铲毒集中宣传活动。 进一步
提升群众防毒意识 ，营造 “全民
禁毒”良好氛围。

谷宗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