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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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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省级文明单
位创建，助推文明城市建设，9月23日下
午，市总工会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银花
街道徐岗社区成业家园小区开展“周五
一小时 扮靓我的家”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清理了公共区域
垃圾杂物，对电动车乱停放等不文明行
为进行劝导，并在人流密集处开展“爱国

卫生70载，共创健康新时代”主题宣传活
动，发放新《工会法》《困难职工帮扶民生
实事政策解读》《文明出行倡议书》等宣
传资料，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群众健康素
养，营造“人人讲卫生，人人讲文明”的良
好氛围。 （韩 潇）

市总工会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活动

“打竹板，声声高，陈规陋习要改掉，
精神文明步步高。社会文明前景好，群
众生活乐淘淘……”9月28日晚，在南谯
区乌衣镇双洪公园，一场以农村移风易
俗宣传月为主题的“谯梁夜市”文艺演出
正热闹上演，近百名观众欢聚一堂，欣赏
着由当地村民自排自演的快板、小品、舞
蹈、歌曲等文艺演出。其中，由汤萍等表
演的快板《移风易俗新风美》以及王德长
等表演的小品《走不起》尤为精彩，现场
气氛活跃，掌声不断。

“自倡导移风易俗新风尚以来，村里
人都积极响应，大家都支持红白喜事简
办，特别是丧葬事宜告别陋习，不铺张浪
费，简化治丧仪式，缩短治丧时间，由此
创作了这个小品，感恩党的好政策。”表
演者王德长说道。

“台上的演员都是大家身边的熟人，
他们真情流露演得真好，我们都爱看。”带
着孙子在现场观看节目的村民刘兰芝说，

“过去村里办大事攀比、讲究排场，大家都
是表面风光内心叫苦，现在移风易俗倡导
新办简办，我们老百姓都打心眼里支持。”

弘扬新风尚、传播新文明。除了精
彩的文艺演出，在“谯梁夜市”上，形式多
样的文化互动活动也在潜移默化中让文
明新风在群众心中扎根。

“套圈了，套圈了，只要规定时间内
不出错，读完我们给你的移风易俗顺口
溜，就可以免费套圈，套中什么拿走什
么。”在移风易俗套圈小游戏现场，工作

人员卖力地吆喝着。只见村民们排起了
队，一个个麻溜地读完顺口溜，开心地套
着圈，在收获着快乐的同时，也让移风易
俗入耳入心。

此外，夜市周边还设置了一些展台，
来自该区各单位、各行业的志愿者们各显
神通，用生动形象的方式“卖”着普法及

“暖民心”服务，实现为民、便民“零距
离”。乌衣镇当地的一些企业也将特色农
产品带到现场，吆喝地方产品，叫响地方
品牌。“黄圩的板鸭早听讲很有名，刚尝了
一口确实唇齿留香，很好吃，我这就买一
只回去带家人一起尝尝。”下班路过的杨
丽女士拎着刚买的鸭子向记者展示道。

“此次移风易俗专场活动是南谯区打
造的特色文明实践活动品牌——‘谯梁夜
市’系列活动之一，旨在引导广大群众革
除陈规陋俗，倡导文明新风，让崇德向善、
勤俭节约、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的文明新
风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南谯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谯梁”借助谐音搭建桥梁，寓
意打通新形势下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
育、引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从4
月24日首场活动开始，每月举办3场，每
场一主题，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
党的政策，提供便民服务，让身边典型

“活”起来，让文明实践“动”起来。

“谯梁夜市”“吹”来移风易俗新风
全媒体记者李邦军 通讯员周人峰

农村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行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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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寄给儿子的芡实一天就收到了。”9月
28日下午，手机收到快递公司反馈签收信息的天长
市铜城镇龙岗社区居民周柳梅喜笑颜开。“没想到，
现在住偏远农村寄快递也能这么高效，实在太方便
了。”周柳梅乐滋滋地说。

周柳梅的快乐得益于“客货邮”融合带来的便
利。在天长市，当地邮政管理部门在行政管辖区域
大、人员少的不利条件下，通过抢抓创建全国“城乡
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示范县”契机，因地制宜深耕
县、镇、村三级节点，优化协同发展，走出了一条“交
邮融合、交商协作、客货共享”的发展模式，蓄势赋能
乡村振兴，被遴选为全国九个农村“客货邮”融合发
展典型案例之一，并将作为全国仅有的五个、全省唯
一一个代表在全国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电视电话
会议上作经验交流。

邮政建平台 解决投递问题
“老板，拿快递。”9月28日下午，当日到达的快递

信息发出去没多久，汊涧镇漂牌村“客货邮”网点内
就排起了队。网点老板张忠德一边帮助村民拿快
递，一边售卖着店内的百货。“村里每天有几十件快
递，我把入库信息一发，乡亲们几分钟就能过来拿，
不用千里迢迢再往镇上跑。”张忠德的村级网点，除
了寄拿快递，村民们还可以在这里享受到蔬果采购、
生活缴费、公交候车等一站式服务。“快递放我这，快
递员省事，村民们省心，还给我带来人气和生意，真
是皆大欢喜。”张忠德笑着说。

“像漂牌村这样的‘客货邮’网点，天长市还有
173个。”天长市邮政业发展中心主任丁一冰告诉记

者，为了畅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副产品出
村“最初一公里”梗阻问题，近年来，该市整合运输资
源，强化邮政、电商、快递与城乡公交之间的紧密合
作，先后编制《农村物流三级网络节点体系发展规
划》《中心城区公交场站及线网优化规划》《商业网点
规划》等规划，形成“1+4”的客货邮规划体系。累计
投入8000多万元，优化1个县（市）级寄递物流公共
配送中心，建成14个集城乡公交、邮政、快递、电商、
旅游等服务功能为一体的交通运输综合服务站，设
立174个村级“客货邮”网点，充分利用村级邮乐购站
点和电商服务网点，构建“一点多能、一网多用、功能
集约、便利高效”的农村运输服务发展新模式，率先
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

快递进平台 降低成本问题
装货、跑车、卸货……2016年，夏家宝承包了圆

通快递在天长市张铺镇的收派服务，每天他都开着
厢式货车往返于天长市区和张铺镇之间。由于成本
和运力等多方面原因，张铺镇村级的快递一直无法
实现按址投递。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启动，这可
愁坏了夏家宝，从市区装完货再拉到镇上就已经下
午3点多了，再将村级快件分拣派送下去，先不说成
本问题，时间上也满足不了。

“天长市日均快件处理量28.7万件，其中派件量
在12万件左右，依靠各品牌快递公司自送模式难以
实现村级件按址投递。”丁一冰介绍，为了降低运营
成本，减轻村民负担，解决“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派送难题，该市整合中通、申通、韵达等8家快递企业
业务，实行共同配送。与此同时，依托城乡公交镇村
全覆盖的优势，共享“村村通”公交，让邮政、快递包
裹搭“顺风车”配送至镇村服务网点，打造了“城乡公
交＋小件物流＋邮政快递”的“客货邮”融合共享运
营模式。截至目前，已开通天长至万寿、天长至大
圹、铜城至安乐等12条“客货邮”融合示范运营线路，

每天通过城乡公交发送邮件快递1200件以上，累计
发送邮件快递近 32 万件，年运输成本下降 3000 万
元，同比降低约20%。促进了天长龙岗芡实、倮倮大
米、秦栏老鹅、高邮湖大闸蟹等特色农产品产业发
展，助力了乡村振兴。

“现在，只需要将村级快递送到镇交通运输综合
服务站，邮递员分拣后跟着公交就进村了。”夏家宝
再也不用为了村级件无法及时投递而发愁，自己的
服务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公交送平台 缓解运力问题
早上8：00、下午1：00、下午3：50、下午5：00……沈

家余的手机里定了好几个闹钟，均是提醒各个时间段
邮件装车的。去年11月，汊涧镇交通运输服务站建成
使用后，沈家余当起了专职协调员，他的任务是每天
将市区来的快递进行二次分拣并打包。完成分拣后，
这些快递就“乘坐”城乡公交车，送到村民手中。

去年6月，天长市印发《天长市推进农村客货邮融
合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坚持“资源共享、互惠互利、运
邮结合、安全发展”的原则，加强客运与邮政快递、客运
与小件物流运力和线路融合，建立邮政快递、农村物流
与农村客运的分拣、交接、配送、投递等合作制度。

“运力缓解了，安全也很重要。”丁一冰介绍，为
了保障农村物流、邮政快递运输安全和乘客乘坐安
全，在交通、公安、应急等部门的联合审查下，公交公
司对“客货邮”融合发展车辆进行改造，让快递与乘
客实现物理隔离。在充分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随车
捎带邮政快递，实现邮件、快件直达配送，将镇村居
民收件时间由过去的2天以上缩短至1天以内，大大
提升农村群众生活便利性，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改革永不止步，我们还将不断提升‘客货邮’融
合深度，在服务水平、智能自动化水平上再发力，带
动天长特色农产品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
兴。”丁一冰说。

天长打造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全国样板
全媒体记者李邦军 通讯员黄玉萍

本报讯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9月28日上午，市文明办、琅琊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举办“喜迎二十大 筑梦向未来”——
2022年滁州市“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

在昂扬的国歌声中，现场全体人员向鲜艳的五星红旗
肃穆敬礼。

升旗仪式结束后，活动在百人《五禽戏》表演中拉开序
幕，诗朗诵《少年中国说》、童谣传唱《尚美童谣串串香》、舞
蹈《壮志少年》、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等丰富多彩的节目
轮番上演，向祖国母亲表达深深祝福。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网上寄语”祝福祖国母亲，“我和国
旗合个影”照片墙，喜迎党的二十大绘画、剪纸、凤画作品展
等分会场，充分展示了师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本次活动是我市常态化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的缩影。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
引力强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努
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吴 宫）

我市举行2022年“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

9月28日上午，南谯农村供水一体化工程（施
集水厂）正式开工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
亿元，计划2022年底完成取水工程、厂区主体工
程建设，到2023年8月全部完工。项目将建设配
水主干管约41.3公里，配水支管约154.99公里，入
户管网约39.03公里，改扩建加压站3座，新建加
压站2座，建设水质化验室及自动化控制系统，建
成后日供水规模达1.5万吨，供水覆盖至施集、章
广两个镇，惠及群众61824人。

（全媒体记者喻 松 通讯员刘新宇）

南谯农村供水一体化工程开工

近期，由市民政局、南谯区文明办、南谯区民
政局主办的“践行村规民约 破除陈规陋习”规范
守则教育实践活动走进珠龙镇珠龙村。活动中，
邀请中国好人兰家萍领学珠龙村村规民约，语言
通俗易懂，讲解细致。同时组织村民开展“遵守村
规民约 我承诺我践行”签名活动，并为参与活动
的村民发放精美的礼品，提高了村民参与活动的
积极性。 （张 瑶）

规范守则教育实践活动走进珠龙镇

本报讯 9月28日下午，南谯区龙蟠街道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文昌花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市
博物馆、文博书苑来到辖区幼儿园开展主题为“喜迎
二十大、童心贺国庆”的国庆节主题长卷绘画活动。

志愿者和孩子们围坐在画布周围，在洁白的画
布上尽情涂画。孩子们认真地勾画轮廓，绘上美丽
的色彩。绘画长卷上的内容分为天安门、人民大会

堂、五星红旗、长城、红军小战士等，孩子们激情挥
洒，用画笔绘出对祖国未来的畅想。活动最后，孩子
们手擎长卷，高举小国旗，一起唱响国歌，高呼“祖国
母亲，生日快乐”，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周婷婷）

文昌花园社区开展国庆主题长卷绘画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郑成雪）今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是全省第 13 个爱国
卫生法治宣传周，主题是“爱国卫生70
载，共创健康新时代”。为进一步增强
全社会爱国卫生法治观念，9月29日，
市爱卫办联合琅琊区爱卫办在滁城苏
宁广场举办爱国卫生宣传活动，动员
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

当天上午，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
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
方式向过往市民介绍爱国卫生运动的
历史背景、发展历程、工作成效及重大

意义，宣传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相关知
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向市民免
费发放蟑螂饵胶、蟑螂粘板等“除四
害”用品，并耐心讲解“四害”的危害，
以及除“四害”的注意事项。

据了解，爱国卫生法治宣传周期
间，我市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组织
开展宣传活动，积极营造全民参与、共
建共享的浓厚氛围。各县（市、区）爱
卫办还集中开展卫生环境整治活动、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多举措打造美丽
人居环境。下一步，各县（市、区）爱卫
办还将深入学校、社区、机关单位等举
办健康知识讲座，进一步引导群众自
觉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全面提升群众健康素养水平。

我市开展爱国卫生法治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 9月27日，继我市5个生
活垃圾分类宣教中心后，滁州市首个生
活垃圾分类主题游园正式对公众开放，
标志我市生活垃圾宣教基地从室内转
向室外，从服务小区向全市居民铺开。

该游园位于滁州经开区两大主干道
（丰乐大道与花园路）交叉口东南侧，由
街头闲置绿地增设垃圾分类建筑小品
改造而成，既做到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
又起到美化环境、寓教于乐的效果。

垃圾分类小品占地面积80余平方
米，以一颗“梧桐树”雕塑为主体，梧桐

树枝上装饰可回收物制作的造型，周边
配套可回收物改造的座椅供居民游玩
休憩，沿主干道设置2组4色垃圾桶，醒
目标记“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八个大
字，呼吁过往群众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该游园将生动的垃圾分类建筑小
品、宣传设施与居民休憩的场所有机
结合，创造性地植入垃圾分类文化，以

“寓教于乐、寄学于景”的垃圾分类宣
教方式，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耳
濡目染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王冰冰 姜筱之）

我市首座垃圾分类主题游园正式开放

本报讯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敬老
的优良传统，丰富辖区居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
月28日上午，市琅管委联合市文明办、琅琊区古
道社区等，围绕“欢声笑语庆重阳 和谐邻里迎国
庆”，共同举办“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活动。

活动在舞蹈《红红的日子》中拉开帷幕，随
后，诗朗诵、双人舞、京剧表演、歌曲独唱、太极拳
表演等节目依次登场，节目精彩纷呈、形式丰富

多样。表演最后，志愿者带领居民和观众齐声合
唱了《我和我的祖国》，并现场分发了庆祝祖国73
周年华诞的精美蛋糕，大家共同分享美好果实、
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本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辖区老年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营造出了全社会关爱老年群体、重视
老龄工作的浓厚氛围。

（张 璇 阮雪峰）

市琅管委等举办“欢声笑语庆重阳”活动

图为学生们挥舞国旗图为学生们挥舞国旗，，饱含深情高唱饱含深情高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卢志永卢志永 特约摄影特约摄影杨杨 毅毅摄摄喜迎二十大

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皖东

全民动员迅速掀起创建热潮
确保国家卫生城市首创首成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3 周年，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职工
振奋精神、担当作为，日前，市烟草专卖局（公
司）物流中心、直属分局（营销部）以“六亮”行动
为抓手，共同举办“同心向党 礼赞中华”活动。
以升国旗、唱国歌、诵经典、重温入党誓词等方
式，向祖国献上深切的祝福，共同祝愿伟大祖国
繁荣富强。 （吕 松）

市烟草专卖局直属分局开展“迎国庆”系列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包增光 通讯
员殷张义）今年以来，来安县公安窗口依
托特殊区位优势，持续推进“加减乘除”
工作法，致力推动“一体化”警务协作向
纵深发展。

“加”大服务事项。在全县11个农村
派出所设立“交管服务站”，大力推行车
管业务“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打造
汊河派出所公安一体化服务平台，为江
浙沪企业、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减”少办事流程。优化窗口服务流
程，整合城南、城北两个派出所户政窗口
入驻新安镇为民服务中心，审批时间由10
个工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创新户政

网上审批系统，实现无纸化办公，开通与
江浙沪三省市户口网上一站式迁移业务。

“乘”势提升效率。依托皖警一网
通、皖事通、12123平台推进“网上办”，群
众网上办理占到总业务量的75.59%。设
立窗口AB岗，全年无休办公。投放居民
身份证自助设备6套，实现身份证办证领
证等业务自动化。落实24小时不打烊服
务机制。

“除”旧树新形象。设立满意度评价
器、投诉意见箱、举报电话等，使各项窗
口业务进一步公开、透明。结合民意
110、群众留言薄等，做好回访并纳入绩
效考核，塑造良好公安形象。

来安窗口服务“加减乘除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
本报讯 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

敬老的传统美德，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9月
29日，市文明办、市文联、琅琊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联合举办“喜迎二十大 邻里欢乐聚”——滁
州市2022年“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活动。

活动在欢快的腰鼓舞《拥军秧歌》中拉开序

幕。铿锵有力的京剧表演唱《永葆战斗青春》《中
国脊梁》，诗歌朗诵《月光下的中国》《变老的时
候》等丰富多彩的节目轮番上演。社区联合党委
和“爱满琅琊”志愿者还为孤寡老人、社区老党
员、老退休工人、特扶家庭老人等开展义诊、义
剪、义修等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下半场，举办了凤凰社区第七届邻里
宴，大家品尝美味，增进邻里感情。滁州市文明
家庭沈昵家庭为辖区空巢老人送餐，让老人在节
日期间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 （吴 宫）

我市举办“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