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无偿
献血工作受到影响，全市血液库
存告急。汊涧镇政府主动联系
市中心血站，告知党员志愿者希
望献血的情况。中心血站表示，
将前往张营村村委会集中采血，
减少群众出行。一大早，虽温度
骤降，但志愿者热情不减，手持
自制的应援牌，排队等候献血车
的到来。

此次献血既有多次参加无
偿献血的“老将”，也有初次上阵
的“新兵”。一份爱心，一份希
望，这一袋袋包含浓浓爱意的血
液，是汊涧镇党员志愿者们在这
个 特 殊 时 期 能 提 供 的 最 美 礼
物。据统计，当天共有四十余名
志愿者前来参与，经过体检筛查
后，有 23 名志愿者献血成功，共
捐献全血6800毫升。

邓惠 摄

本报讯 近日，天长法院成
功执结一起无接触发放执行案
款的买卖合同案，为申请人王某
带去新一年的温情与希望。

2007 年，王某向被执行人天
长市某工贸有限公司供应全钢
通风柜等产品，2013 年双方结
算，工贸公司共欠货款 16.4 万
元。王某多次索要无果，于2015
年诉至法院，判决生效后，工贸
公司一直未履行，王某申请强制
执行。经承办法官查询，工贸公
司名下除房地产外，无其他财产
可供执行。鉴于处置房地产时
间过长，王某自愿撤回执行申
请。2020年1月17日，王某再次
申请执行，工贸公司于 23 日将
案款打入执行专户。由于春节
放假和疫情影响，款项一直无法
支付。法院得知王某急需用钱
的情况后决定先行支付。通过
电话联系，确认无误后将执行案
款如数支付到指定账户。

（姜宏乔）

以党之名 传递真情

抗疫情修水利
精准施策两不误

无接触支付
解燃眉之急

本报讯“本来抱着试试看

的态度打个电话，没想到这么快

工钱就打到银行卡了。”陆有凤

去年在我市清风别苑附属工程

做瓦工，由于不小心弄丢了项目

负责人号码，加之疫情影响，一

直没有拿到工钱。前不久，等着

用钱的陆有凤不得不向市住建

局求助，没想到仅用半天时间，

5.7万元工资款顺利到账。

据了解，我市把保障疫情期

间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作为重

要的政治任务来抓，采取“四心”

措施严管厚爱，春节期间农民工

来电来访率比往年下降 62%，有

效保障了建筑工人身心健康和

合法权益。

用尽心访民意

“上班第一天工资卡就办好

了，工地每天都消毒，上班十分

放心。”2 月 27 日上午，在千秋雅

筑工地，电焊工老张高兴地说。

我市建筑工地陆续复工以

来，市住建局组织专班到十余个

复工工地，对各项目劳动合同签

订资料、考勤表及工资表进行逐

项检查，核实用人单位农民工人

数及发放工资流程。

“我们根据工人花名册、考

勤记录等信息，经建设、施工单

位及建设部门审定后，才能通过

银行打卡发放到农民工个人账

户。”市住建局陈曦说，每个工地

都有劳资专管员，专门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平时检查都

要随机与农民工座谈，收集工资

发放的建议和意见。

用暖心释民愁

保障农民工工资不能有半

点形式和过场，开展常态化检查

必不可少。市住建局年前就对

全市47家建筑施工、劳务分包企

业、建设单位、开发企业、市重点

工程项目进行全面摸排，列出遗

留隐患项目，实施重点监控，进

行集中梳理，逐案分析症结，提

出化解方案，落实处理责任。

“检查中，发现茉莉安居小

区四期工程等部分项目，未按照

比例拨付人工费到施工企业开

设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市

住建局李林说，除了现场下发整

改通知，还分别约谈了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班组长督促整改。

春节前，我市还对 4 家未落

实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的建设单

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进行全市

通报，并在市场准入、招标投标

等方面予以限制。

用热心恤民气

“在建筑工地醒目位置设立

维权告知牌，引导农民工合法理

性地表达利益诉求。”在第五中

学施工现场，项目负责人说，针

对部分农民工在工资支付时不

知道找谁反映，可以通过维权告

知牌，随时联系到项目负责人，

还可拨打人社、住建部门工作人

员电话，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畅通网络倾听平台，开设农

民工互动平台，并接受在线咨

询。联合电视台开展“送法进工

地”活动，广泛宣传《劳动法》等

法律法规，设立工资投诉热线，

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做好认真

记录、耐心解释、及时回复。

我市通过系列暖心措施，有

效提升了农民工懂法、用法、守

法意识。

用真心解民忧

我市提前制定建筑领域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应急预

案。从 1 月 13 日至除夕，成立建

筑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领导小组，进驻行政服务中心

和信访局值班，按照“一个隐患、

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

一抓到底”的要求，集中受理农

民工投诉。

春节期间，全市共接访农民

工来访52批次，较往年大幅度下

降，及时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

1100余万元。

“不能让农民工兄弟流汗又

流泪！”市住建局负责人介绍，今

年还将充分利用全省建筑市场

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加大监管与

数据共享力度，让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公司和个人“一处违规，处

处受限。” （史九永）

“四心”保障建筑工人“钱袋子”

日前，安徽省重
点 交 通 项 目—— 天
长市 S205/S410 铜城
至冶山一级公路改
建工程一标段正式
复工，管理人员、施
工队伍、水稳机械班
组已全部到位，全力
以赴加快工程推进。

一 手 抓 疫 情 防
控 ，一 手 抓 复 工 复
产，连日来，我市的
重点交通项目陆续
复工，城乡客运班线
有序恢复，并且每班
车上配备1名临时安
全员，为广大复工企
业人员出行提供了
有力保障。

张文清 摄

停课不停学“空中课堂”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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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个寒假有点特
殊，为了能在科学防控的前提
下，又不耽误学生课程，市融媒
体中心和市教育部门开通了安
徽空中教育频道，让学生们在家
里接受课堂教育。

在接到空中课堂开通的通
知后，炳辉中学高三年级第一时
间要求老师、学生认真观看课程
视频，老师根据讲座内容通过微
信等渠道对学生进行指导，以保
证听课效果最优。

“空中课堂优选了省内知名

中学的一线名师，各个学科都以
历年高考真题作为抓手，有较强
的综合引领作用，对我们后期的
复习有较强的指导作用。”高三
年级主任王在正说。

在疫情防控这个特殊时期，
我市广大学子通过空中课堂开
始了“开学第一课”，做到防疫备
考两不误。空中课堂包含九门
高中课程，每晚8点，学生都可通
过天长广电数字电视搜索空中
教育第五频道观看，每晚播一门
学科讲座，每场持续一个半小

时，空中课堂将持续到3月1日。
记者了解到，《安徽教育频

道》是由安徽省教育厅与省内广
播机构合作制作，该频道经市融
媒体中心和市教育部门精心筹
备后在我市上线。当前播出的

《高三年级专题讲座》主要服务
备战高考的高三学子，接下来，
市融媒体中心还将采购设备再
开通 4 个空中课堂学习频道，搭
建面向全市中小学生的学习平
台，为停课不停学保驾护航。

（顾达鹏 刘清清）

“交通力量”助力经济发展

监督抽查
保证“菜篮子”安全

本报讯 连日来，新街镇在搞

好全镇疫情防控的同时，精准施

策进行复工，打响了春季兴修水

利之仗，使全镇上下出现为今年

午季农田灌溉用水在备水源、库

塘清淤、修葺渠道的新景象。

目前该镇王店社区强塌水库

和郭庄水库清淤工程相继开工，

预计两项工程投入资金 40 万元。

与此同时，该镇还将投入 40 多万

元，对新街村冯庄水库和李坡村

叶郢水库进行清淤，该工程总土

方也在 5 万方，其中新街村冯庄

水库土方约 3 万方，李坡村叶郢

水库2万方。

据了解，新街镇计划今年春

季共淤扩挖当家塘 17 面，计划投

资 90 万元，目前已完成 14 面，完

成总土方量16万方。（马长青）

党员志愿者
组团献血战“疫”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发挥

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日前，冶山镇党委倡议全体

共产党员为抗击疫情慷慨解囊。

2 月 28 日下午，在镇三楼会

议室，镇党委班子成员积极带头

向组织捐款，退役士兵、年轻党员

也纷纷主动捐款。冶山镇各级基

层党组织踊跃组织党员向组织转

账捐款，目前收到 1066 名党员的

捐款，累计捐款75687元。

特殊时期，到岗守则，助力复

工，特殊党费，爱心捐款，蕴涵着

浓厚的精神价值，是每一个共产

党员对党的号召的响亮回应。

黄秋月 张梦雅 摄

本报讯 一声战“疫”集结
令，42 名退役老兵一个都不少，
毅然归队走上战“疫”岗。2月28
日，在天长街道天宝社区31个无
物业小区卡点，退役老兵们从志
愿者手中接过卡口防控接力棒，
继续抓紧抓牢疫情防控工作。

这几天，值守在各个防控卡
口的退役老兵们成了一道别样
的风景。他们腰板挺直、步伐有
力，展现出历经军营淬炼的威武
形象。他们恪尽职守、做事认

真，查看出入通行证件细致入
微，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立即上
报。他们不怕脏累、不惧危险，
吃苦耐劳的精神尤其可贵，坚忍
不拔的意志更是处处彰显军人
风范。社区群众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大家都说：“有了他们的守
护，战胜疫情我们更加有信心”。

据了解，这些退役军人已由
市军人事务管理局按照政策进
行了分配安置，准备年后奔赴各
自的工作岗位。遇到这场疫情

后，他们在党的召唤和群众的期
盼 下 毫 不 犹 豫 来 到 了 防 控 一
线。“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到哪里
去”，他们用郑重的承诺和有力
的行动，践行着“我是一个兵，爱
国爱人民”的初心使命。

危难时刻总有军人的身影，
疫情面前他们召必回、不缺席，
他们不愧为“人民子弟兵”的赫
赫声名，他们无愧于“新时代最
可爱的人”这一光荣称号。

（李伟 张泽民）

军装脱去本色在 疫情当前战士归

本报讯 疫情防控期间，市
农业农村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
专项执法检查和监督抽查同时
开展，保证蔬菜、水产品、肉类正
常供应和质量安全，积极开展春
耕生产技术培训和农村环境整
治工作，稳控菜篮子、把好米袋
子，为疫情防控当好后卫。

该局组织技术人员深入蔬
菜种植基地，科学指导广大菜农
加强大棚蔬菜、露天蔬菜管理，
做好关键环节调控，同时指导蔬
菜生产者增强防护意识，做好健
康防护。

截至目前已在4个蔬菜生产
基地，开展监督抽查 2 批次 9 个
样品，定量检测全部合格。乡镇
快速检测 110 批次 4485 个样品，
快检全部合格。确保蔬菜进得
了城、入得了店、上得了桌，保障
了市场供给和“菜蓝子”安全。

（李志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