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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堂宽阔，厨卫整洁，
家什摆放有致，亭院深深
深几许 ......“只要我老婆
在家，一切都有模有样。”
干完农活回到家，赵振兴
全 然 忘 掉 了 劳 作 的 辛
苦。

32岁的张劝劝，多年
前在温州做家政，回到涂
郢后，她一边照顾孩子一
边忙于家务，几年前，在
外打工的丈夫赵振兴，也
毅然回到家乡，家里的二
层小楼也渐渐变得热闹
起来，四口之家，其乐融
融。

如今，赵振兴开着收

割机奔走在田间地头，
“到了秋收季节，早出晚
归，忙个不歇。”，今年收
成好，赵振兴自家种了40
多 亩 水 稻 ，收 成 5 万 多
斤。“平时还做一些当地
的土特产生意，收入一点
也不比以前在苏州的时
候少。”

凤有清音鸣盛世，兰
多雅韵驻亭院。

“ 现 在 养 花 、做
饭、做家务都能
找到成就感，计
划 着 开 个 农 家
乐。”张劝劝对生
活充满期待。

“后门正对凤鸣亭，
环境特别好。”凤亭院外
好风光，曲径通幽处，亭
边花木深。张劝劝说，现
在的环境对比几年前的
印象，简直是天壤之别，

“更重要的是媳妇儿能做
一手好菜，现在，别人说
外面再好我都不想出去
了。” （何声强 蔡蕊）

“凤亭院”外凤鸣亭
人勤年丰好光景

为做好2019年春节前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等十二部门于 11月 9日下
午召开节前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工作视频会议。副
县长石磊，县发改委、住建
局、重点局、房产局、教体
局等部门在长丰县分会场
收看。

视频会议首先传达学

习了中央对做好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的贯彻落
实意见，要求各地深入开
展2019年春节前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切实保
障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
全力以赴清理农民工欠薪
问题，确保农民工拿到工
资高高兴兴回家过年。

会议强调，做好春节前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已进入关键时期，时间紧、
任务重，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迅速行动，切实把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抓紧
抓实、抓出成效。要进一
步压实责任，强化督导检
查，凝聚工作合力，全面完
成工作任务，向广大人民
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
卷。

（杜刚）

我县组织收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视频会议

从 11月 1日起，合肥
长丰轨道交通学校派出
15 名学生进入驻蚌埠火
车站从事地面安检和引
导工作。连日来，同学们
的高素质、高标准的专业
工作作风，认真细致、吃
苦耐劳的精神，受到上海
铁路局和蚌埠火车站一
致认可。同期该校派出
30 名学子赴上海火车站

担任安检、引导等工作，
受到普遍赞誉。

合肥长丰轨道交通学
校前身是合肥商务科技
职业学校，为适应新时代
发展，2017 年，学校与南
昌向远轨道技术学校合
作，实施联合办学，成效
斐然。2018 年学校成功
转型，经批准正式更名为
合肥长丰轨道交通学校，

并增设了铁路运输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
与检修、电气化供电、铁
道车辆运用与检修、城市
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
修等热门专业。学校负
责人表示，秉承“强强联
合、专业共建、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原则，合力培
养高铁、地铁、高速公路
专业人才。 （杜刚）

轨道学子服务蚌埠、上海火车站

近日，县发改委完成
了对北城阜阳北路高架及
周边建筑亮化工程项目的
审批。

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
北城，起点为北城大道、终
点北外环高速，全长约 7.5

公里。包含高架桥、11组
公共建筑组团、一座人行
天桥的照明灯具安装、管
线敷设、供配电系统安装
调试和控制系统的安装调
试等。项目总投资约为
3800万元。此次亮化工程

实施后，将有效改善北城
区居民夜间出行的安全感
及舒适程度、促进夜间经
济发展，展现北城独特城
市魅力与建设成绩，提升
北城形象，创造美好城市
夜环境。 （刘洋洋）

亮化工程提升北城夜景形象

近日，“一带一路”国
家应对性别选择经验交
流会在京召开，会议主题
为“基于性别偏见的性别
选择”。下塘镇卫计局负
责人以项目试点代表身
份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
言。

下 塘 镇 安 费 塘 自
2016年被确定为中国/联
合国人口基金第八周期
性别平等项目村以来，通
过民风民俗变革、村规民
约修订等方式，大力倡导
性别平等意识主流化和
性别平等视角多元化，通

过项目实施，该村出生人
口性别比持续下降，在打
击“两非”、改善女性社会
生活环境和提高女孩生
存发展能力等方面取得
明显成效。全村上下形
成关注家庭发展，关爱女
孩成长，关心妇女生产生
活的良好氛围，社会平等
意识逐渐增强，男女性别
差异意识逐步淡化。

交流会上，下塘镇卫
计局负责人作《保护妇女
权益 转变乡村传统观念》
经验交流，从项目背景、
项目做法、项目成果等方

面进行了图文并茂的阐
述，作为第八周期项目试
点地区，下塘镇着力于转
变群众思想观念，关爱农
村妇女的生计与健康，维
护妇女合法权益，在村庄
内推动“民主协商五部
曲”，在修订村规民约的
过程中增加了性别平等
的内容，取得了良好效
果。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妇女当家作主，减弱了生
男偏好，项目实施取得预
期成果，获得了项目组专
家的高度肯定和好评。

（刘应姣）

下塘镇卫计局参加“一带一路”国家应对性别选择经验交流会

近年来，县公管局坚
持以“标准化+公共资源交
易”为理念，以“标准化、规
范化、便民化”为原则，着
力推进适应县域公共资源
交易工作发展的标准化体
系建设工作，实现了公共
资源交易工作有标可依、
按标办事、凭标考核，为提
升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能力
提供了有效保障。

场所设施标准化。我
县提升优化交易活动服务
大厅、开标区、评标区、电
子音视频监控（观摩）室等
功能区域，配备相应便民
服务设施，统一设置场所
标识、标志，形成布局合
理、功能齐备、人性便民的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评标办法标准化。出
台《评标办法分类与指标
设置导则》，通过建立数学
模型、分析研究历年项目
交易“大数据”的基础上，
将建设工程及其货物、服

务类项目评标办法系统归
纳为四大类 9种具体操作
办法。

平台操作标准化。按
照市县一体化发展思路，
我县全面承接合肥市统一
的交易规则和业务流程，
建立健全从项目进场受
理、交易文件审查备案、开
标评标、中标通知书发放、
履约保证金退还等环节的
管理和服务程序，并对人
员行为标准、岗位服务标
准等进行明确和细化，实
现了平台交易管理和服务
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

电子交易标准化。全
面升级平台软硬件建设，
实现与安徽合肥公共资源
电子交易系统互联互通，
各类项目进场交易实现全
流程网上操作。同时，增
设业主申报系统、企业自
助系统、信息公告查询系
统、投标文件解密系统、评
标专家刷卡系统、开评标

信息即时发布系统、音视
频全方位监控系统、监督
员随机抽取系统、评标区
门禁系统、手机探测及信
号屏蔽系统等十大系统，
做到让电子化保障各项交
易活动的规范化标准化。

信息发布标准化。按
照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息
公开要求，交易平台各项
服务内容以及交易过程中
的交易公告、交易过程信
息、变更信息、中标成交公
示、履约信息、信用信息等
按照法定要求，统一在安
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及相关网站对外公布。

服务保障标准化。立
足公共服务职能定位，完
善提升平台服务质量和水
平，全面推行“一次性告
知”、“限时办结”、“服务承
诺”、“责任追究”等服务制
度，切实提升县域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的服务保障质
量。（夏许建）

县公管局：打造“六化标准” 提升服务能力

11月 11日下午，全县
公车管理工作会议在县三
馆会议中心召开。县委
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夏远生作了讲话，就加强
全县公务用车管理工作提
出要求。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
中央八项规定落到实处，
严肃查处四风问题，杜绝
车轮上的腐败、问题的发
生，不断筑牢思想防线，严
格做到遵纪守规，提升自
身防腐拒变的能力，进一
步树立廉洁从业的纪律意
识。

会议指出，从我县开展
的“两公专项检查”以及近
年我县查处的情况来看，
公车管理主要存在加油、
维修保养以及运行费用报
销不规范等方面问题。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加
强管理，用规章管人管事，
用制度堵住漏洞，领导干
部及公车驾驶员要增强纪
律意识，多算经济、家庭、
社会等几笔账，加强公务
用车监管；要严肃问责，对
发现的涉及公车腐败的问
题线索，快速查办，一经查
实，对相关责任人依纪依

法严肃问责。当前，利用
半个月的时间集中开展一
次自查自纠，对自身存在
的问题立即加以整改，整
改报告上报县纪委监委。

各乡镇（区）、县直各
单位（不含垂直管理单位）
办公室主任，全县在岗公
车驾驶员，有公车的县直
单位二级机构、派出机构、
直属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办
公室主任或车辆管理人
员，县财政局、县行管局分
管全县公车管理工作的负
责人等参加会议。

（杨维礼）

全县公务用车管理工作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