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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城市之魂文明是城市之魂
美德是立身之本美德是立身之本

宣州讯 近段时间以来，我区掀
起了环境整治新高潮，积极动员部署，
一体化推进全区农村生活垃圾、污水、
厕所专项整治“三大革命”，加快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助推全域文明创建，努
力打造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强化组织领导，在压实责任上聚
焦用力。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农村
环境“三大革命”工作，7 月 11 日召开
全区美丽乡村建设暨农村“三变”改革
试点工作推进会，就一体化推进农村
垃圾污水厕所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7 月 26 日、7 月 27 日、8 月 27
日，区委常委会和区政府常务会议相
继专题研究了有关工作，对任务进行
再分工、对时限进行再明确、对责任进
行再压实。成立了由区委副书记任组
长的农村环境“三大革命”领导组。印
发了《宣州区一体化推进农村垃圾污
水厕所专项整治行动方案》以及农村
垃圾专项整治、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农村非卫生厕所改造等三个
具体实施方案，为推进农村环境“三大
革命”提供了有力政策支撑。

紧盯目标任务，在推动落实上聚焦
用力。力求全面长效，大力开展农村垃
圾治理。全区共摸排出陈年生活垃圾
350 余吨、建筑垃圾 610 余吨，现已完成
清理工作，并添置了垃圾处理设施。同
时，对水东镇鸡头岭非正规垃圾堆放点
进行了勘察、测算。通过对现状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的分析，综合考虑外运、封
场工艺的工程投资、后期运行管理和对
环境的影响等因素，决定对鸡头岭非正
规生活垃圾堆放点实施原地封场处
理。处置工作由区住建委牵头，制定具
体处置方案，确保年底完成整治任务。
力求合理高效，扎实推进农村污水处
理。积极探索污水分类处理模式，对城
镇周边的村庄优先选择将污水接入城
镇污水处理系统，对相对集中的村庄建
设潜流式人工湿地或微动力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现已建成水阳、水东、狸桥
三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对尚未建设污
水处理设施的14个乡镇，区政府将采取
PPP 模 式 进 行 打 捆 招 标 建 设 处 理 厂
（站）及管网。目前，我区已成立PPP项
目办公室，并通过公开采购的方式，选
取了 5 家咨询公司，建立了 PPP 项目咨
询库。洪林、沈村、朱桥三个乡镇污水
处理厂项目正在采用 PPP 模式稳步推
进中。力求方便有效，稳步实施农村厕

所改造。按照“精准摸底”的原则要求，
我区及时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区卫生厕
所基本情况统计工作的通知》，明确要
求各乡镇街道摸清农村非卫生厕所现
状底数。经统计，我区农村非卫生厕所
的总量为60261户。设计了改厕施工图
纸，排定了各乡镇街道的农村改厕任务
计划，今年将重点在13个贫困村和乡镇
集中式水源保护区中实施计划。8月29
日，召开了全区农村非卫生厕所改造工
作会，并组织了业务培训，目前水阳等
乡镇已率先启动了改厕工作。

集中资源要素，在夯实保障上聚
焦用力。充实力量保障。从乡镇抽调
3 名同志到领导组办公室集中办公，有
力充实了工作力量。并要求各乡镇街
道把推进农村“三大革命”工作摆在全
局重要位置，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督促其落实工作班子，明确责任人和
工作时限。强化宣传保障。充分利用
各种媒体和方式，加快农村环境“三大
革命”工作宣传，及时印刷了 20000 份

《致农民朋友一封信》和宣传手册，引
导村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落实资金
保障。明确了卫生厕所改造按照 1400
元/户进行奖补，由各乡镇街道包干使
用，根据工作完成情况，资金统一奖补
到乡镇街道。 （严 昊）

我区聚焦农村“三大革命”助推全域文明创建

宣州讯 近年来，我区不断规
范城乡低保管理，提升城乡低保工
作水平，把城乡低保工作作为脱贫
攻坚、保障民生重要抓手，大力推
进城乡低保规范化精准化建设，开
创低保工作新局面。

强化建章立制，确保低保工作
成效。十八大以来，我区不断创新
低保工作机制，先后制定并实施了
申请申报、张榜公示、监督管理、定
期清理整顿、主动发现、低保经办
人员和村干部近亲属享受低保备
案、因病支出型贫困居民和成年无
业重度残疾人纳入低保等十余项
管理制度。同时，在全省率先实行
了区、乡（街道）、村（社区）三级一
体化的“城乡低保专业评审员库制
度”和“低保评审团票决制度”，实
现“以人为本、民主决策、票决评
审、阳光操作”；建立第三方核查机
制，引入第三方调查机构，对低保
对象的家庭收入、生活、财产状况
以及基层低保工作情况开展调查，
结合调查结果进一步规范低保工
作，坚决杜绝“骗保”、“错保”、“人
情保”、“关系保”等违规现象。

强化信息比对，确保低保工作
精准。自 2016 年 10 月起，我区上线
使用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借助
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通过多部

门数据信息共享，对申请人及其法
定赡（抚）养人家庭经济状况开展
比对认定，提高低保对象认定的准
确性，确保不错保、不漏保，真正做
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截至目
前，共受理核对 19168 批次，27467
户，106187 人。

强化社保兜底，确保低保在扶
贫中的保障作用。加强农村低保
和扶贫开发在对象认定上的衔接，
对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按程序纳入低保，切实发
挥 低 保 在 精 准 脱 贫 中 的 保 障 作
用。截至目前，全区建档立卡贫困
户 15294 户，31323 人。其中低保户
9876 户 ，14339 人 ，户 重 合 率 达
64.6%，人重合率达 45.8%。完善低
保提标机制，从 2016 年 10 月起实现
农村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两线合
一”。今年 7 月份，再次将农村低保
标准由每人每月 260 元提高到 320
元，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 475
元提高到 500 元，提标直接惠及全
区 19632 户城乡低保家庭。

强化定期核查，确保低保动态
管理。建立健全低保核查工作长效
机制，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
息比对等方式全面调查了解低保对
象家庭情况及收入增长变化。对新
申请的低保对象进行入户调查率达
100%，做到低保“逢进必查”。定期
开展低保复核工作，对获得城乡低
保家庭收入、财产、家庭成员身份信
息进行核对，（下转第八版）

我区开创低保工作新局面

宣州讯 今年以来，我区民政、教体等
部门充分发挥兜底保障作用，通过低保救
助、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和教育助学救助等
精准发力，对城乡低保户、特困供养人员、
孤儿等困难对象实施保障性扶贫，助力打
赢扶贫攻坚战。

一是实行低保兜底扶贫。将符合农村
低保条件的贫困家庭，全部纳入低保范围，
力求做到应保尽保。截至今年 8 月，宣州
区共有农村低保对象 19372 人，累计发放
4479 万元。调整低保标准，自今年 7 月份
起，将农村低保年标准由 3120 元提高到
3840 元，切实为农村低收入家庭提供了基
本生活保障。

二是实行医疗救助扶贫。结合宣州区
实际，区民政局不断调整完善城乡困难居
民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
供养对象和其他因病造成家庭困难的特困
人员实施医疗救助。截至 8 月底，宣州区
717 人次获得医疗兜底保障，支出贫困人口
兜底保障资金 99.59 万元，有效缓解了贫困
户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三是实行临时救助扶贫。按照“救急
救难、应救尽救、适度救助、（下转第八版）

我区充分发挥兜底保障作用 助力脱贫攻坚

降尘除垢

秋季，干燥多风。连日来，市区环卫部门
加大洒水车作业频次，对城区主干道实施全
面降尘除垢，提升保洁质量，控制道路扬尘，
净化城区空气。图为19日，一辆洒水车在城
区状元路上进行洒水作业。曹光鑫 摄

国家督导检查组来我区督导
检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

宣州讯 9 月 21 日，以国家督学、福建
省教育厅原副厅长、福建省政府教育督导
室原副主任刘平为组长的国家第八督导检
查组来宣，对我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
进行督导检查，并召开汇报会。副市长黄
敏、省教育厅职成处调研员王淑芳出席会
议。区委副书记、区长汪侃作陈述性汇报
并回答督导组提出的有关问题。市教体局
局长刘国平主持会议。区领导洪琳、李峰、
武兆晟、沈明清参加会议及相关活动，区直
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汪侃从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
（区）督导评估指标达标情况、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等方面汇报了我区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工作情况。我区现有公办小学和初中 81
所（含 4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在校学生
53198 人，在编教师 4462 人。2014 年以来，
我区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教育优
先发展战略，制定了《宣州区教育体育事业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将义务教育由基
本均衡向优质均衡推进，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以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为基础，以
教师队伍建设为核心，在办学基本标准、政
府职责落实、县域综合差异系数、公众满意
度提升等方面下足功夫、想尽办法，全面推
动区域内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入学机会、师
资配备、质量管理均衡发展，不断提高义务
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总体水平，进一步缩
小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办学条件差距，有效
地促进了义务教育更加均衡发展。检查组
在听取了我区工作汇报后，就教育支出、师
资力量配备、农村教师待遇、教师在职培
训、校长交流轮岗等情况进行了提问。

会前，参会人员观看了我区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宣传片。会后，检查组查阅了我
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档案资料，随后
召开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校长代
表座谈会、教师代表座谈会、家长代表座谈
会，并深入贝林二小、水东初级中学、杨林
小学等 8 所中小学校，深入了解和全面检
查我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情况。
（陈耀灿 王香 实习生 阚雪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