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加快老旧小区
和棚户区改造

���本报讯 日前举行的全省房屋
安全专项整治调度会暨隐患排查工
作培训会透露， 结合全省房屋安全
整治， 我省积极健全房屋质量安全
监管长效机制，加快推进老旧小区、
棚户区改造， 切实把风险隐患消除
在源头。 “十四五”期间，力争完成
全省 2005 年底前建成、有改造需求
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5923 个，基本
完成 2000 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
改造任务。

“十四五”期间，我省将基本完
成现有城镇棚户区改造任务， 今年
改造城中村 88 个项目 4.62 万套 、
城市危房 12 个项目 0.13 万套 ；
2023 年至 2025 年计划改造城中村
359个项目 16.56 万套、城市危房 51
个项目 1.86 万套。

（范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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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捐资超百万，参加志愿服务千余场

退役后，她成了一名“公益战士”
■ 本报记者 王逸群 侯剑

张红又做梦了。梦里她接到街道
打来的电话：“两天以后， 请带 15 名
队员支援疫情防控！ ”5 月 12 日清晨
5 点，从梦中醒来的她没过一会竟真
的接到了参加核酸检测志愿服务的
通知，作为安徽老兵应急救援队庐阳
大队的支部书记，她迅速开始调配队
员……

事实上，这并不是张红第一次参
加志愿服务。从 1997 年开始，她自掏
腰包一百多万元，已陆续参加公益活
动和志愿服务千余场。 “作为一名退
役老兵， 只要组织和群众需要我，我
就会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她语气坚
定地说。

帮千名留守儿童圆梦

1997 年，从部队退役的第二年，
张红就萌发了做公益的念头。 “最开
始是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捐资助
学。 ”她回忆说，2003 年，父亲在老家
巢湖市钓鱼乡捐款 120 万元，建立了
一所希望小学，这让自己从此和公益

结下了不解之缘。
“学校有 200 多人，其中三分之

一是留守儿童。 ”张红每个月都会往
学校跑两三趟， 给孩子们送学习用
品、生活用品和零食衣服等。有一次，
她准备回去的时候，被一双稚嫩的小
手拉住了。那是一名刚上二年级的小
女生，她先是害羞地低着头，而后缓
缓抬起头，眼神中充满着渴望，小心
翼翼地试探着说：“张阿姨，我可以喊
你妈妈吗？ 我三年没有见到妈妈了，
我想妈妈了。 ”这句话像一把刀狠狠
地扎在张红的心口上，她强忍着泪水
立刻蹲下来抱住孩子， 轻声地对她
说：“好女儿，走，回家里看看。 ”

走进女孩的家，眼前的情景让张
红心揪得更紧。 “我真正感受到什么
是家徒四壁， 一件像样的家电都没
有。”她说，当时自己了解到，孩子的爷
爷患重病，父母外出打工多年，全家仅
靠奶奶种地养活。 为女孩的境遇感到
心痛的同时，这个尚未结婚生子的“老
兵”也暗下决心：当好“临时妈妈”。

此后，张红每个月即使再忙都会
抽出两天周末的时间，给小女孩买衣

服、陪她聊天。 “一直保持着联系，她
也很争气， 现在在贵州当幼儿园老
师，已经结婚生子了。 ”说这句话时，
张红笑得很灿烂，幸福溢于言表。

2015 年，张红的父亲去世，她接
下了学校后勤保障的担子。 修跑道、
装监控、购置体育器材……每一项都
亲力亲为。 张红算了算，从最开始捐
资助学，到如今打理学校多年，自己
累计投入了 100 多万元，帮助近千名
困难学子圆了上学梦，“虽然很辛苦，
但一切都值得。 ”

建公益组织汇聚爱心

多年来捐资助学， 让张红明白
“个人的力量终归有限”。 2021 年 5
月，她和 3 个朋友商量，决定成立“星
光公益社”， 集中力量资助更多困难
学生。 “我们有专门的人去和市县相
关部门对接， 从对方发来的名单里，
筛选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张红说，他
们每个月会固定资助 4-6 名孩子，每
人可以获得 2000 元的助学金。 渐渐
地，身边的退役军人们也开始加入这
个公益组织奉献爱心。 一年来，该公

益组织成员已达 11 人， 累计资助困
难学子近 50 名， 捐助资金达 10 万
元。

助学过程中，张红从战友口中了
解到“安徽省老兵应急救援队”这支
志愿服务组织。 “开始因为个人原因，
我没有立刻加入， 但去年郑州的洪
水，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 ”她回忆
说，去年 7 月下旬，河南省郑州市普
降暴雨多处受灾，救援队员们主动请
缨，纷纷奔赴前线。

“我在朋友圈里看他们没日没夜
地救援，设备还很简陋，就花了 2 万
多元，给他们捐了一条动力艇。 ”救援
队员们从郑州驱车回来当天，张红买
了几十捧鲜花去迎接，并现场向救援
队长表态：“我也要加入！”。当年 8 月
1 日，她如愿成了安徽省老兵应急救
援队的一名队员。

志愿服务找到新价值

冬天上街扫雪、夏天进门入户为
老兵打扫卫生……加入安徽省老兵
应急救援队之后，张红一刻也没闲下
来。 “只要是总队安排的工作，我都是

主动积极报名参加。 ”3 月初，防疫形
势严峻， 她主动报名担任志愿者，一
天两次前往小区门口执勤，帮助社区
完成扫码和测温工作。 4 月 2 日，安
徽省老兵应急救援队合肥长丰大队
在群里发布了求助信息，希望各区队
员能够轮流前往该县执勤，她又报了
名。

“当地有确诊患者，所以疫情防
控压力非常大。”张红执勤时发现，因
为防疫物资紧缺，很多队员都没有做
好完善的防护工作，却依然冲锋在一
线。 为了保障家人的安全，他们甚至
几天几夜不回家，晚上困了就在车里
凑合过夜。 执勤结束后，她自掏腰包
为大家捐赠了医院口罩 30000 只 ，
N95 口罩 1000 只 ， 医用防护手套
2000 只，医用防护面罩 500 只，医用
免洗消毒液 （500ml）125 瓶 ，医用防
护服 40 套等防疫物资。 而这些在张
红眼里看来只是微不足道的举动。

为了不影响疫情防控志愿者的
工作，作为曾经的全职妈妈，她甚至
让孩子中午留在小饭桌吃饭。 “我朋
友都说，终于有一件事在你心里比孩
子更重要了。”她笑着说，虽然已经累
计参加值守工作近 30 次， 但她从没
有说过一句累，“退役军人就要冲锋
在前，守护大家的平安！ ”

天长医疗救助暖民心

本报讯 今年以来， 天长
市在省定重点救助对象基础
上，将全部建档立卡低收入人
口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对救助
对象不限病种，对重特大疾病
医疗救助实施应救尽救。同时
对特困供养人员慢特病及住
院费用的合规个人自付部分，
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按照 85%
的报销比例予以救助。

（李炳旺 汪昌化）

宋店调查劳动力资源

本报讯 为践行 “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切实摸
清辖区劳动者总体规模和具
体情况，近日，霍邱县宋店镇
开展城乡劳动力资源调查工
作， 并纳入乡村振兴重点工
作。此次调查对象为各村 16-
65 周岁劳动人口， 调查内容
主要为每个人的基本信息、就
业和就业技能情况等。

（赵广才）

繁阳镇村民无偿献血

本报讯 5 月 12 日上午，
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范马村
的汤雨涵、徐炳杰两位爱心人
士来到位于海螺花园的市中
心血站 “繁昌爱心献血屋”参
加无偿献血，每人分别献出了
400CC。 当天该村 8 名村民踊
跃 参 加 ， 无 偿 献 血 量 达
2700CC。 （方文）

新河镇落实农机补贴

本报讯 青阳县新河镇通
过在 11 个行政村巡回举办科
技培训班，讲解“皖事通”“农机
购置补贴申领”服务流程和方
法。 今年以来，该镇补贴农机
具补贴申请 15 份、15 台套受
益农户 13 户， 农机购置补贴
金额达 23.44万元。 （汪文凯）

枣庄镇观摩环境整治

本报讯 5 月 12 日下午，
阜阳市颍东区枣庄镇组织各
驻村点长、村（居）书记、城管
中队、保洁公司负责人，对全
镇人居环境整治进行现场观
摩。 通过实地观摩，要求各村
（居）要结合自身实际，以清理
杂物为主再推进 “五小园”建
设。 （张万发）

首套房贷利率下限下调影响几何？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15

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通
知，调整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下限。 这是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改革以来，首次下调首套房贷
款利率下限。

当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
的通知称，对于贷款购买普通自住
房的居民家庭，首套住房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
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减 20 个基点，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按现行规定
执行。

在此之前，全国层面执行的利
率下限是首套房贷利率不得低于相
应期限的 LPR，二套房贷利率不得
低于相应期限 LPR 加 60 个基点 。
政策调整后，按照 4 月 20 日发布的
5 年期以上 LPR 测算， 首套房贷利
率不得低于 4.4%。

记者了解到，此次政策调整主
要针对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 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仍按原合同执行。

也就是说，如所在城市政策下
限和银行具体执行利率跟随全国政
策同步下调，居民家庭申请贷款购

买首套普通自住房时， 利息支出会
有所减少。

我国房地产市场区域特征明
显，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
确定遵循因城施策原则， 并采用全
国、城市、银行三层的定价机制。 不
过，在实践中，多数城市直接采用了
全国政策下限， 没有额外再做加点
要求。

此次全国政策下限调整后，各
地政策是否会同步调整？

其实，3 月份以来，由于市场需
求减弱， 房贷利率已经历过一波调
整，且主要是发生在银行层面。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
邹澜介绍， 全国已经有一百多个城
市的银行根据市场变化和自身经营
情况，自主下调了房贷利率，平均幅
度在 20 个到 60 个基点不等。同时，
部分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也
配合地方政府的调控要求， 根据城
市实际情况，在全国政策范围内，下
调了本城市首付比例下限和利率下
限。

“这是城市政府、银行根据市场
形势和自身经营策略， 做出的差别
化、市场化调整，适应了房地产市场
区域差异的特征。 ”邹澜说。

相关数据显示， 当前商品住宅
销售额出现下滑， 个人住房贷款发
放额也有小幅回落。 新发布的金融
统计数据表明，4 月住户贷款减少
2170 亿元。其中，住房贷款减少 605
亿元。

此次通知明确提出， 在全国统
一的贷款利率下限基础上， 人民银
行、银保监会各派出机构按照“因城
施策”的原则，指导各省级市场利率
定价自律机制， 根据辖区内各城市
房地产市场形势变化及城市政府调
控要求， 自主确定辖区内各城市首
套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加点下限。

专家认为， 在城市贷款利率下
限基础上， 下一步银行业金融机构
将结合自身经营情况、 客户风险状
况和信贷条件等因素， 合理确定每
笔贷款的具体加点数值。

人民银行表示， 房贷政策调整
旨在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 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
机制， 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
善房地产政策，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公立医疗机构
进口产品采购收紧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玉芳 通
讯员 谢红 ）日前 ，省财政厅 、卫健
委、医保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规
范公立医疗机构政府采购进口产品
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今年 6 月 1
日起， 公立医疗机构未经批准不得
开展进口产品采购。

《通知》明确，加强进口产品采
购审核管理。 各医疗机构主管预算
单位和设区的市级以上财政部门应
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从
严审核进口产品采购， 重点审查专
家对项目采购需求的论证意见，不
具体、 不明确的论证意见不作为审
核依据。此外，公立医疗机构使用财
政预算资金以及事业收入、 经营性
收入和其他收入等“自有资金”开展
采购活动， 应当严格执行政府采购
关于进口产品审核的有关规定。 单
项或批量采购预算达到政府采购分
散采购限额标准， 确需采购进口产
品的，实行审核管理。

同时，《通知》 重点强调为科技
创新产品保驾护航。对境内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科技创新产
品、服务，在功能、质量等指标能够
满足政府采购需求的条件下， 政府
采购应当购买；首次投放市场的，政
府采购应当率先购买， 不得以商业
业绩为由予以限制。 政府采购的产
品尚待研究开发的， 可通过订购方
式实施。

5 月 15 日，庐江县万山镇闸山村有机蓝莓基地，游客在体验蓝莓采摘。
近年来，万山镇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蓝莓、草莓、葡萄等特色农业种植，通过农旅融合带动乡村旅游，促

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柳晓华 摄

蓝莓采摘助振兴

公 告
郭义梅：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市分公司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
下落不明 ,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公
告 向 你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须
知及开庭传票 。 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
视为送达 。 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本
案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
审理。
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

王世翔、谢章龙：

本院受理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分公司分别与你
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
件，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 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 ， 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2） 皖 0103 民 初
5410、5411 号民事 判 决
书 。 限你们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 ， 逾期
视为送达 。 如不服本判
决 ，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 ，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 ，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
市中级人民法院 。 逾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

区人民法院

万华锋：

本院受理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分公司分别与你
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
件 ,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 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 , 现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 皖 0103 民初 5412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
主文为 ：一 、万华锋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
司 支 付 代 偿 款 项
54091.72 元 、 保 费
5504.52 元及违约金 (违
约金以 54091.72 元为基
数自 2020 年 4 月 24 日
起按年利率 7.7%的标准
顺 延 计 算 至 款 清 之 日
止)；二、驳回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制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 ，应当按照 《中国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限你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
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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