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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为民就业暖心 招聘岗位送到家门
作人员引导参会人员全程佩戴口罩，有序
进入会场咨询。各招聘单位向前来咨询求

质量，促进社区居民求职和经营实体招工

职的居民详细介绍岗位要求和薪资待遇等

精准对接，近日，合肥市包河区淝河镇老

问题。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按照防疫要求

官塘社区在安百苑 B 区睦邻中心门前广

严格控制规模，前期镇社保所和社区相关

场成功举办了一场“暖民心 促就业”社区

部门积极走访企业，登记辖区企业用工需

“三公里”就业圈专场招聘会。

二里街社区

用电知识宣传
构建安全社区

求，
精挑细选出 17 家优质企业提供的 50 余

“岗位都送到咱们家门口了，还带来

个岗位，
岗位涵盖房产销售、
财务管理、
建筑

就业帮扶政策，真是太好了。我虽没有专

工程、
数字科技、
家政服务和物业管理等。

业技能，一直以来做些零散工作，但是我

的安置回迁小区门口，更好地满足了各类

作。”看了一圈后，郭大姐填写了求职登记

求职群体就业需求。经统计本次招聘会

表，决定下周一去新都会广场参加面试。

共达成求职意向 49 人，推广“快聘”小程

整个招聘会现场气氛热烈而秩序井然，工

序 125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500 余份。

居民突发疾病 网格员及时救助

近日，合肥市三里庵街道二里街

谢社区党委一直以来的关心和帮助，同时

公司送上一面锦旗表达感谢。
今年 1 月，社区网格员
在日常走访中发现小区居
民吕之利突发脑卒中，因只
身在外工作，发病时身边无
人，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导致病危。社区党委在了
解情况后，积极对接爱心企
业资源，牵线安徽纵横高科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对其开
展帮扶慰问。
一面锦旗饱含着小区
居民对社区工作的肯定。
今后，社区将继续以此为动
力，把凝聚党心民心，服务群众“零距离”
落到实处。同时，社区也将进一步发动更
多的爱心企业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用公
益、慈善的善治力量，多为群众办好事、办
实事，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也向爱心企业安徽纵横高科电缆股份有限

感，共同打造和美社区。

社区组织部分人大代表进社区
开展用电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活 动 中 ，代 表 们 与 社 区 安
全员一起深入到各个小区，面
对面与群众进行交流，重点宣
传了家庭防火知识、初起火灾
扑救方法、逃生自救知识、住宅
用火用电等相关安全注意事
项，查看了社区是否存在消防
安全、飞线充电、安全通道堵塞
等问题。
同 时 ，代 表 们 还 对 孤 寡 老
人、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家里
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耐心地
讲解家庭日常用火、用电、用气
的操作和基本常识，讲述在楼
道内堆放可燃杂物和私拉电线
危害性，确保安全宣传家家有
责，安全防治人人负责。

星报讯（张同艳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9 月 20 日，合肥市包河区骆岗街道车谷社
区居民吕之利将一面印有“为民思虑暖人
心 至真至诚播党辉”的锦旗送到社区，感

代表还和志愿者一起向社
区居民和沿街商户发放《安全用
电我知道》宣传图册，讲解安全

市容提升，
社区城管清理临街占道
“红棚子”

用电事项，
提醒大家杜绝日常生
星报讯（赵雨荷 记者 沈娟娟） 国庆

商户宣传占道经营问题对城市形象的影

此次宣传活动使社区居民

将至，为进一步改善市容环境秩序，全面

响，同时宣传讲解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指

进一步了解掌握了用电安全基

提升城市形象，喜迎佳节。近日，合肥新

出违规设置“红棚子”的危害性，劝导商户

础知识，提高了居民的安全用

站高新区站北社区城管部组织执法人员

自行拆除违规“红棚子”。对自拆有困难

电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进一

开展沿街占道帐篷集中拆除专项整治。

的商户，执法队员联合物业，建立信息台

活中常见的不安全用电行为。

名应征，近日，合肥市包河区同安街道五里庙
社区民兵营积极开展征兵宣传活动，激发适
龄青年报名参军、献身国防的自觉性、积极性
和参军爱国的热情。

丁志文 记者 沈娟娟

垃圾分类
普法宣传再进社区
星报讯（万倩兰 记者 马冰璐） 为倡导居
民树立垃圾分类、
低碳环保生活的理念，
9 月 22

沈娟娟） 为了提高社区居民防
能力，确保广大居民用电安全，

为使辖区适龄青年及时了解征兵工作的
相关内容和政策,引导、激励适龄青年踊跃报

此次将招聘会地点放在“自带流量”

做事情麻利，想在家门口找个适合我的工

星报讯（吴炜 孙雨静 记者
火安全意识和抵御火灾事故的

一句话新闻

星报讯（洪小霞 记者 马冰璐） 为落
实“暖民心”行动，持续提升公共就业服务

步丰富了广大居民安全用电常

紧邻新蚌埠路与铜陵北路主干道的京

账，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组织施工队伍

识，有效减少了不安全用电行

商商贸城是一个开放式商圈，商区内不免

对商区内临街搭建的占道帐篷进行集中

为，提高了自我保护意识，为日

有个别经营户在店门临街的公共区域搭建

拆除，截至日前，已拆除沿街帐篷 4 处。

常生活安全加了一把保护锁。

大型可收缩帐篷占道经营，给周边居民带

夯实了社区火灾防控基础，营

来了出行不便、
油烟污染、
夜间噪音等问题。

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为构建

近日，城管中队在前期宣传教育的基

良好的社区安全环境奠定了坚

础上，进一步强化规范引导，耐心向沿街

下一步，城管部门将持续加强教育引
导，稳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定期
组 织“ 回 头 看 ”，避 免 市 容 秩 序 问 题“ 返
潮”，全力营造整洁和谐的节日环境。

实的基础。

日上午，
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局联合市场监督
管理局、
文明办、
长宁社区中心在永和家园菜市
场开展
“垃圾分类普法宣传进社区”
主题活动。
“我们家早就开始垃圾分类了，家里的厨
余垃圾都是分出来，
单独投放的。
”
拿着垃圾分
类宣传单页的张大姐笑着说。活动现场设置
咨询台、展示四分类垃圾容器，向过往居民宣
传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城管局执法队员向永
和家园菜市场的周边商户“一对一”宣传垃圾
分类常识及义务，并发放宣传单页，号召广大
商户与居民主动实施源头分类。
“ 希望通过开
展此类宣传活动，提高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
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能做到有序分类，提
升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现场工作人员说。
本次活动共计发放普法宣传单页 200 余
份、宣传扇 100 余份、环保袋 100 余份。下一
步，高新区城市管理局将继续联合相关部门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普法宣传活动，提高园区
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坚持党建引领
壮大村集体经济
星报讯（罗守斌 沈华勇 记者 赵汗青）
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依托区位、交通、资源优
势，在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过党工委
统筹、社区党委领航、产业主导等举措，不断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使农民生活逐年改善。
党建引领，强化组织保障。园区建立了
村级集体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各社区
成 立 领 导 组 ，社 区 书 记 任 组 长 ，做 到“ 一 把
手”亲自抓。建立包村干部联系点工作制度。
集中力量，兴办实体经济。2022 年五个
社区合作社“集中资金办大事”，筹资 1050 万
元，投资标准化厂房项目增添发展新鲜血液，
预计年出租收入 60 万元。
盘活资源，制定“一村一策”。按照因地
制宜的原则，各社区坚持规划先行，围绕区位
优势，立足资源条件，通过盘活资源、资产、

多措并举，
石塘财分局加强惠农补贴资金管理

资金等措施，制定“一村一策”。
盘活闲置资源。对征地形成的零散边角

星报讯（韦汉森 记者 赵汗青） 肥东

卡信息，
确保资金成功发放，
镇财政分局涉

地及水系破坏不便耕种的荒地以流转形式进

县石塘镇财政分局多措并举，确保惠农补

农人员加强了涉农平台信息管理，
对惠农补

行收储，年租金可达 70 多万元。盘活闲置资

贴资金及时、准确发放，切实提升了人民

贴系统中的农户卡号信息进行全面维护。

产，对两处闲置的建筑物，按属地管理原则，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严格把控数据审核。财政分局积极

委托社区代管，年租金近 20 万元。盘活闲置

建立规范管理制度。石塘镇财政分局

与相关办站所协调配合，对平台信息系统

资金。社区通过“四议两公开”，对暂时不用

会同相关办站所，
联合制定《石塘镇惠民财

内农户的姓名、家庭地址、身份证号、银行

的闲置资金委托肥东县东部新城建设投资公

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
管理实施方案》，
从制

账号、电话号码等基础信息进行认真审

司统一对外投资。五个社区共盘活闲置资金

度上规范了惠农补贴资金在拨付、使用、

核、校对，定期将系统推送的死亡人员信

550 万元，预计年收益 33 万元。

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普惠于民。

息及时进行核销。

截至 9 月份，五个社区已实现经营性收

加强涉农平台信息管理。今年以来，
由

截至 2022 年 8 月底，石塘镇共计发放

入 568 万元，各社区年经营性收入均超 50 万

于第三代社保卡升级换代，
社保卡卡号频繁

惠民补贴资金 4084.75 万元，补贴人数达

元，其中 3 个社区经营性收入已超 100 万元，

变更，
为了及时更新惠农
“一卡通”
农户社保

到 17071 人。

村级集体经济将不断巩固和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