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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农村地区打击重点是什
么？

答：重点打击把持或者侵害基
础政权组织的“问题村官”、破坏影
响基层选举，以暴力威胁或者其它
不法手段欺压百姓、危害一方的农
村黑恶痞霸势力。

25、城市城区打击重点是什
么？

答：重点打击以小额贷款公
司、担保公司、调查公司、咨询公司
等为掩护发放高利贷、暴力讨债的
黑恶势力，以及专门受雇他人从事

“造势摆场”“摆平事端”的“地下出

警队”或“黑保安公司”。
26、城乡结合部打击重点是什

么？
答：重点打击以“抢占地盘”为

特征的，以暴力或胁迫手段排挤对
手，垄断经营、攫取非法利益的黑
恶势力，如建筑领域的阻挠施工、
封门堵路、强揽供料的“沙霸”“砖
霸”等。

27、各农贸市场打击重点是什
么？

答：重点打击欺行霸市、扰乱
经营秩序的“菜霸”“市霸”等。

（待续）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识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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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17日国家
体育总局令第 9 号公布 自
2006年12月20日起施行）

第四条 国家体育总局
是全国健身气功的业务主
管部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
气功管理中心具体组织实
施管理。

地方各级体育行政部
门是本行政区域健身气功
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当地
健身气功的组织和管理。

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地
方各级健身气功协会按照
其章程，协助体育行政部门

做好有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 举办健身气功活

动或设立健身气功站点，应当
获得体育行政部门的批准。

体育行政部门收到举
办健身气功活动或设立健
身气功站点的申请后，应当
于二十个工作日内做出批
准或不批准的决定，并书面
通知申请人。二十个工作

日内不能做出决定的，经体
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
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将延
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六条 任何健身气功
站点或健身气功功法名称均
不得使用宗教用语，或以个
人名字命名，或冠以“中国”、

“中华”、“亚洲”、“世界”、
“宇宙”以及类似字样。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

今年以来，县住建局大力推进“安静
工程”，着力县城窨井改造提升；全面推进

“安全工程”，着力开展县城污水管网及铁路
下穿箱涵清淤工程建设，推动长新路改造工
程--东段雨水箱涵工程稳步进行；积极推
进“安心工程”，加强市政道路设施管养，以

“三安”工程助推城市建设提档升级。
（一）

细心的群众会发现，近期，县城多条
主次干道上的窨井盖焕然一新，这得益于
从今年3月份动工建设的窨井提升改造工
程。近日，市政施工的工人师傅们正忙着
安装一种新型城镇宽边防沉降检查井
盖。“通过破除旧路面、回收老旧破损窨
井、重砌雨水检查井、调换井座井盖等措
施，将现存有安全隐患的井盖全部更换为
新型宽边圆形井盖。”据县市政建设管理
站副站长赵新建介绍，这种井盖符合《合
肥市城镇宽边防沉降检查井盖技术规
定》，采用井座承载面位于路面的防沉降
结构设计，井座与检查井调节采用承插方
式连接，上盘面为法兰盘式结构，由井盖、
井座和调节环组成，具有防盗、防噪音、防
沉降、防坠落、防位移等优点。

据悉，此次窨井提升改造是市政部门
大力推进“安静工程”的切实举措，将按照

“扩规模，提档次，大变样”的工作思路，对
县城长寿路、杨公路、长淮路等 17条主干
道共800座窨井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工期
为 4 个月，截止 5 月初，已完成雨水井、污
水井300多座。”

（二）
长新路箱涵是县城城区段重要排水通

道，承担县城区排涝任务，为提升水湖排
涝沟城区段断面排涝能力，缓解长新路与

长淮路交口积涝点积水，建设长新路东段雨水箱涵是《长
丰县城排水防涝综合规划》综合整治的关键一步，是打造

“平安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发展功能的重要举措。
近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混凝

土管道铺设。据悉，箱涵全长 660米，从今年 1月份开始
动工建设，“工程包括现浇箱涵、基坑回填、路面恢复、绿
化恢复等”，截止五月初已完总体建设进度的四分之
一。

（三）
为打造“安全城市”建设，畅通县城排水，增加泄水流

量，有效改善县城区排水环境，确保暴雨季节县城安全，
县住建局市政部门大力推进县城雨污水管网及城区铁路
下穿雨水箱涵清淤工程。

近日，记者在长淮北路铁路磅房箱涵段清淤现场看
到，几名工人们正在一人多高的涵洞里进行淤泥垃圾清
捞及清淤作业。“还有铁路货运中心箱涵、南污水管网铁
路箱涵、水泥厂香溢花城铁路箱涵，铁路箱涵有 4 段共
500米，目前已清淤约300米，本月下旬可完工”。

据悉，此次清淤通流将包括对杨公路、长淮路、长寿
路、吴山路、长丰路、双墩路、南一环、长新路等主干道共
10000米，从今年4月份动工建设，工期约为10个月。

此外，县市政部门还积极完善城市道路管养，对路
面破损进行维修，对道路护栏进行更换，维修破损人行
道，提升居民出行舒适感，致力于打造“安心城市”建设。

“还将推进‘明亮工程’建设，启动全县桥梁检测工程，推
进市政建设提档升级”，赵新建表示。 （何声强 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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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更多的惠民政策真正
落实到群众手中，今年以来，我县
以“四个零距离”抓实民生工程工
作，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护航脱贫
攻坚，保障民生。

宣传公示“零距离”。利用宣
传月进行集中宣传，开展“送戏进
万村”和电影下乡活动，免费开放
图书馆、文化馆、和 15 个乡镇
（区）综合文化站；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打造廉政文化墙，丰富宣传
教育形式和载体。同时健全民生
工程信息公开公示，及时将民生
工程补贴类发放资金，项目类工
程名称、规模、招标等情况进行实

时公开，用活用好县政府部门网
站、县民生工程网、乡镇村政务公
开栏、微信公众号、LED 显示屏
等平台，确保数据通畅。

服务保障“零距离”。开展民
生工程“回头看”活动，对各乡镇
民生工程实施进行检查观摩，使
各乡镇形成增比进位的良性互动
新格局。开通县民生工程热线，
加强对民生工程政策的宣传和群
众来信来访解答，及时解答群众
当前最关心的民生工程问题，拉
近群众了解民生工程距离。

问题整改“零距离”。要求每
月报送工程进度和问题线索，把

主动查办案件作为民生工程监督
工作的主要任务，以“零容忍”的
态度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
风”和腐败问题。

监督核查“零距离”。依托县
乡镇纪委和牵头职能部门，开展
专题培训，切实发挥村务监督委
会成员监管职能，邀请离任村干
部、党代表、人大政协代表等担任
村民生工程监督员，对工程类项
目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
督。利用举报电话、意见箱、随机
走访等方式广开言路，广泛收集
社会各界对实施各项民生工程的
意见和建议。（杨维礼 李菊）

我县“四个零距离”实施民生工程

5月 18日“绿色出行 普惠关
爱”工会会员合肥通“一卡通”充
值启动。当天，长丰县总工会组
织部分单位会员在中国邮政长丰
支局集中充值，吸引了数百名会
员前来分享此项“惠民大餐”。此
次活动每名会员可享受 50 元充
值补贴，可乘坐地铁、公交。

2019年，合肥市总工会继续
开展工会会员绿色出行普惠关
爱行动，倡导全市工会会员选
择公共交通出行，缓解城市交
通压力，以实际行动支持污染防
治攻坚，预计投入 2000 万元资
金，为工会会员提供看得见、摸

得着、有人气的工会
服务，让工会会员有
更多的幸福感、获得
感。

此次充值时间为
2019年5月18日至10
月18日。充值补贴对
象：本人自愿加入合肥
工会组织并已录入合
肥工会实名制数据
库，其所在单位缴纳
工会经费的在职工会
会员。

长丰县工会会员可以持“合
肥通”卡到水湖镇长丰邮政中心

支局以及下塘、吴山、双墩、双凤、
岗集、杨庙、朱巷等邮政支局充
值。 （杜刚 杨连修）

长丰县总工会组织会员开展乘车“一卡通”充值

工会发福利了

“在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支持下，我们罗北社居委全力
以赴做好二期回迁房分配工作，
让安置户满意！”5月 17日上午，
双墩镇党委委员、罗北社区第一
书记张锐如是说。

作为双墩镇罗北社区整村
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示范项目“重
头戏”，罗北社区目前已建设一
期、二期安置房共 62 幢、1068
套，配套功能设施有社区服务中
心、群众活动广场和小学、幼儿

园、配套商业及停车位等。
为了做好罗北社区二期回

迁房分配工作，双墩镇召开专题
会议进行工作安排，镇主要负责
人现场进行工作指导；罗北社区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成立
了二期回迁房分配工作组及村民
理事会，具体负责回迁房分配等
工作。

据悉，罗北新村二期回迁房
分配工作于 5 月 16 日至 18 日在
罗北社居委进行，其中，符合本次

分房条件的居民 5 月 16 日参加
100平方户型房屋分配、5月17日
参加 80 平方户型房屋分配、5月
18 日参加 50 平方户型和 120 平
方户型房屋分配。

在二期回迁房分配现场，符
合本次分房条件的罗北社区居
民按照工作人员安排，有序排
队，在司法公证部门监督下，一
一获得自家新房房号，个个显得
十分高兴。

（杨维礼 戴金荣）

双墩镇开展安置户回迁房分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