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待已久的阜阳北路高架延伸段终

于通车了，怀着激动心情的我第一时间

体验了一把，当从市区一路疾驰，十几分

钟后就到了北城，两年的等待，两年的堵

车都让我释怀了。路两边悬挂着鲜艳的

五星红旗，还有就是高耸的大楼。看着

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心中的感慨油

然而生，这不正是改革开放40周年给我

们带来的福利吗！

——路在改变

记得小时候从外地回老家下塘，要

么坐火车，每天车次不多，人却超级多，

很少有座位，环境也十分嘈杂。要么从

206国道到杨庙，然后转三轮车，路途遥

远时间长，车速慢特别慢。21世纪初，合

水路终于通了，回家路途变快了，变近

了，但是由于是水泥路，路况不是很好。

而现在呢？有太多选择了。小巴车被公

交车取代了，只要2元就可以回家了，合

水路也再次升级成为更宽更快的柏油马

路，车速变快了。我自己也买了小轿车，

随时可以回家，家的距离变短了。

——家在改变

小时候是在父母厂里的大杂院长大

的，瓦房破旧，生活设施简陋。记得那时

候家里是没有卫生间的，要去厂里公共

厕所，是那种蹲坑的，环境极差。烧饭也

不是现在的天然气和煤气，好像是煤油

炉子，危险而污染空气。而我也随着长

大成人，早就住进了高楼大厦，完善的生

活设施，优美的生活环境，改革开放的巨

变让我在短短十几年过上曾经无法想象

的生活。而2018年下塘镇开始新的城镇

规划，老房子老镇正在被改变，也许不久

将来真的成为“下塘市”。最近几次回

家，我都被家乡变化所震惊，有时我在怀

疑这是不是我印象中的家乡。

——我在改变

今年30岁的我，进入而立之年，2013

年我很荣幸的成为长丰农商行的一员，

成为一个根植长丰大地，服务“长丰三

农”的农金人。长丰一直以来都是农业

大县，长丰的发展带动着长丰农商行的

发展，两者之间关系紧密、共同发展、相

互促进。当时报考长丰农商行的时候，

我没有那么多崇高的理想，只是很单纯

认为这个单位收入很不错。但是在近两

年的工作当中，我改变了当初的想法，每

当看着一个个农户通过我行贷款支持，

而发家致富；看着一个个农户通过我行

存款保值财富等等，心中欣喜不已，体会

到了现在职业的重要性，虽然每天干着

平凡的事，但是正是这样平凡的事，实现

了我为长丰、为长丰人民服务的梦想。

近年来，长丰农村商业银行积极承

担起支农扶农服务的主导作用，因地制

宜，逐步构建起支农服务新模式，有力促

进了长丰县农村经济发展。长丰农村商

业银行前身是原长丰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无论是曾经的“信用社”，还是如今

的“农商行”，长丰农村商业银行始终不

改“农”字姓氏，始终坚持以服务“三农”、

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县域经济为宗旨，更

好地服务于长丰百姓，促进长丰经济发

展。

美好的未来不是梦，只要你有强大

祖国的庇护，就会实现你的梦想。今年

是祖国69岁的生日，在这里祝愿祖国越

来越强大，在强大祖国带领下，早日实现

各族人民共同奔小康的梦想。（陶晨旭）

美好未来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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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丰县水湖镇正骨堂保健按摩店，营
业执照（注册号：340121600221524）正本遗
失，声明作废。

长丰县水湖镇城新干洗中心，税务登记
证（证号：340121197203099125）正、副本遗
失，声明作废。

赵 立 爱 ，二 代 身 份 证（ 证 号 ：
340121196207060418）遗失，声明作废。

长丰县水湖镇费岗乐丰农资配送服务
部，营业执照（注册号：340121600037896）
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长丰县义井乡葛宗美冷冻食品店，营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号 ：
92340121MA2Q8CNA9W）副本遗失，声
明作废。

闫 兴 格 ，二 代 身 份 证（ 证 号 ：
340121200009250439）遗失，声明作废。

张 德 凡 ，二 代 身 份 证（ 证 号 ：
340121197201060710）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走在陶楼镇的街头巷尾，公路两旁、

农家院落、房屋前后，乱搭乱建拆除了，

成堆的垃圾消失了，街道变宽了，居住环

境变靓了。一排排新栽的树木绽放着勃

勃生机；一辆辆环卫三轮车清运着垃圾；

一位位党员干部与群众一起，用勤劳的

双手建设着美好的家园……

为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相关会议

精神，今年以来，陶楼镇党委政府广泛动

员各方力量，明确整治目标任务、内容、

时序等，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当前

全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扎实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大力加强街道环境专项整治。以往

镇集镇区乱堆乱放、乱设摊点、车辆乱停

等问题较为严重。为彻底根治这一“顽

疾”，镇党委政府按建设点范围划分责任

区，抽调党员干部，组成工作小组，统筹

安排分片整治，各司其责按责任区完成

整治工作。据了解，全镇共清理沿街乱

堆乱放、柴草乱码等现象323处，拆除乱

搭建简易棚等违法建筑47处，改变了集

镇面貌，提升了乡村环境品质。

扎实推进农村厕所改造工作。近年

来，陶楼镇将“厕所革命”作为基础工程、

文明工程、民生工程来抓。成立专门的

宣传指导小组，通过短信、电话、入户进

行政策宣讲、组织召开群众动员会等方

式，宣传农村改厕重要意义，充分发动了

群众积极性。同时多次召开改厕工匠培

训会，印发改厕技术指导图纸，并组织施

工队实地考察改厕示范村，签订改厕目

标责任书，做到统一操作规程、统一施工

标准、统一施工队伍，确保改厕质量过

关。截至目前，陶楼镇先后在镇内的 8

个行政村实施了农村无害化户厕改造，

累计建成无害化卫生户厕1200余座。

积极治理农村生活污水。为贯彻落

实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和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全面推进陶楼镇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全镇在集镇区建设污水处理管网，

将建设点的每一个住户都连接到管网。

污水处理厂由镇科学选址、县统一建设，

通过生物降解排放出的水达到环保要

求，可直接灌溉、重复利用。此外，村庄

内修建了道路排水沟和雨水管网，实现

了雨污分流。

着力改善村容村貌。在改善村容、

村貌的过程中，陶楼镇按照先易后难、试

点先行的工作原则，选择在离主干道较

近的七个村居（陈圩、石集、陶西、陶楼、

古城、沙井和新丰）作为试点村居，积极

创建生态宜居村庄，打造村容村貌新亮

点。在基础设施上加大投入，持续开展

村居美化、绿化、硬化工作，以道路建设

和村居绿化为重点，率先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坚持以点带线、以线促

面，依托美丽庭院评选等活动，全面促进

镇域范围内 12 个村（居）的人居环境改

善、提升。截至目前，我镇新建道路101

条，总里程 101.811 公里，完成村庄绿化

20000多㎡，公园建设3351㎡。

（王贝贝）

陶楼镇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自就业扶贫驿站建成以来，杜集镇

坚持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以产

业发展为抓手，陆陆续续在本土建设了

以合肥市静雅龙虾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长丰县杜集镇杜宝兰服装眼罩加工厂等

为代表的三个“扶贫基地”、四个“扶贫车

间”，共吸纳86名贫困劳动者就业，开启

了全新的“输血变造血、驿站扶老乡”的

家门口就业脱贫模式，着实甜到了贫困

群众的心坎儿里！

生活发生巨大改变的贫困户杜宗坤

说：“我本身年纪不大，但肢体残疾无法

外出务工，顶梁柱成为了家里的负担，每

天情绪低落。驿站根据我的身体条件给

我就近提供了一份工作。现在每月拿着

1500 元的工资，心里美滋滋的！不再感

觉是家里的‘包袱’了！”

就近就业、送手工艺品加工业务上

门、给予资金扶持等方式，激发了残疾

人、年龄大人员的脱贫志向，帮他们重新

找到了获得感和幸福感。“扶贫驿站”这种

新型模式给当地贫困户带来变化的同时，

节约了场地租金和劳动力成本，解决了招

工难、用工贵的问题，改善了乡村农业产业

结构，减少了地方社会治理矛盾，实现了

镇、村、企、户四方共赢。（杜欢欢 沈慧）

扶贫驿站甜了百姓心

为进一步帮助县内企业解决招工

难，促进退役士兵、高校毕业生、贫困劳

动者等就业群体就业、择业，经县人社局

批准，合肥恒博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定于 2018年 10月 13日（星期六）上午 8:
30—11:30 在双墩镇北城世纪金源购物

中心北门前（双墩路与兴旺路交口东南

面）举办用工企业与退役士兵就业创业

大型免费专场对接招聘会。

届时有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安徽

广银铝业、中国电信、安徽万安汽车零部

件、安徽尊贵电器集团、合肥志邦家具、

合肥宏立電子、荣事达、合肥美隆欣塑模

电器、报喜鸟集团安徽宝鸟服饰、合肥信

浓马达、合肥晓阳工贸、合肥万邦建筑机

械、中国一汽解放重卡安徽大成销售、安

徽通联嘉钢塑、合肥康家净电器、安徽晨

阳橡塑股份、安徽巴莉甜甜等数十家分

布在双凤经济开发区、双墩镇、下塘镇、

岗集镇企业参加。

招聘岗位涉及文员、会计、财务主

管、行政主管、普工、强弱电电工、机电/
车/焊/模具钳工、工艺/铸造/质量管理/机
械工程师、机器人操作/装配/搬运/木工、

仓管、油漆枪手、锯床下料/注塑/重卡维

修工、模具设计、钣金工、加工中心编程

员/操机员、线切割、设备维修、叉车/模压/
模具维修/铣床工、IE/检具/开发工程师、

淋吹膜操作工、特殊包装、品质主管、自

动模切上光平模印刷机长、嵌入式研发/
软件/研发/轮圈制造工程师、安全员、搪

瓷工、挤压班长/机手、物控主管、注塑经

理、驾驶员、制冷设备操作员、化验员、污

水处理、针剂操作员、、政府事务专员、商

务驻外控销经理/商务专员、管理员、物流

专员、推广经理、跟单员、招商/采购专员、

正副店长、销售顾问、市场专员、保安、保

洁、绿化、研发人员、检测员、项目申报专

员、招商商务/大区经理、城市合伙人、采

购内勤、网络推广、网站编辑、客服专员、

企划专员、人力资源、法务等3000多个职

位。

工资待遇从年收入几万元—几十万

元不同的岗位供不同需求的求职者与用

人单位面对面交流

选择。

（注：1.招聘会

详 细 信 息 请 登 录

《合肥恒博人才网

http：//www.hfhbrc.
com》或扫码关注微

信公众号查看。2.若遇雷雨台风天气招

聘会将推迟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通知）

主办单位：长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长丰县民政局

长丰县双墩镇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合肥恒博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长丰县双凤经济开发区

长丰县岗集镇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9日

长丰县退役士兵就业创业专场招聘会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