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新闻

发稿：
《芜湖县周刊》编辑部
新闻投稿：2878944025@qq.com
电话：0553-8912113

《芜湖县周刊》手机版正式开通，整版可浏览，单篇可复制！芜湖县周刊
2018 年 6 月 13 日 星期三

“鉴宝江淮行·走进芜湖县”民间鉴宝活动成功举办
本报讯（记者 徐婷）为弘扬我县历
史文化传统，
推进文化强县建设，
提高群
众鉴赏水平，引导我县民间收藏朝着合
法、科学、理性的方向健康发展，6 月 8
日，
“鉴宝江淮行·走进芜湖县”
民间鉴宝
活动在县文化馆多功能活动厅成功举
办。县领导方佩凤、谢芳等出席活动。
此次活动由安徽省文物鉴定站、县
委宣传部、县文广新局主办，
县广播电视
台、县文物管理所、县文化馆承办，县收
藏协会协办。活动邀请了省文物站站长
宋磊及多位省文物鉴定站专家，现场为
广大收藏爱好者免费鉴定瓷器、玉器、青
铜、书画、杂项等类藏品。活动共吸引
50 余名收藏爱好者参加，他们小心翼翼

地带着各自的“宝贝”，按照鉴定号在候
鉴区有序等候着。字画、陶瓷器、青铜
器、佛造像、古钱币……各式各样的藏品
应有尽有，让在场观众大开眼界。在鉴
定过程中，
专家们拿出放大镜等装备，
认
真细致地鉴定着一件件藏品，
分辨真伪，
并详细告知收藏者藏品的鉴定依据、所
属年代等信息。
此次活动为专家与收藏者提供了互
动交流平台，既提高了收藏者的鉴赏水
平，
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
帮助群众树
立正确的收藏观，也积极宣传了文化遗
产保护的理念，增强了民众加强文化遗
产保护的自觉性。
图为活动现场。

“新时代农民讲习所”
开展讲习活动
本报讯（记者 徐婷）近日，3 位来自
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讲习员走进桃园
村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开展主题讲习活
动。来自桃园村的老党员齐聚一堂，认
真聆听讲习报告，并不时爆发出阵阵热
烈掌声。
讲习第四讲邀请全国劳模、全国十
佳农民、芜湖县高效农业研究会会长杨
良金，围绕十九大报告中农业转方式、
调结构、促改革等方面进行了讲解。杨
劳模结合当前农业方面面临的问题和
矛盾，以及芜湖县县情实际，阐述了推
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措施。强调
要从源头入手，高度重视粮食品质，在
提质增效上创新，提高产值和效益。
“要
想庄稼长得好，有机肥料少不了，氮磷
钾素不可缺，微量元素不可少。”杨劳模
用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并结合具体实例
展开剖析，向在场村民普及种田小妙
招。村民们听得津津有味，认识到了种
粮过程中的观念和方式误区。
第五讲邀请县委党校高级讲师张

承欢作“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推动乡
村振兴”主题讲座。讲座从习近平总书
记的历史地位切入，谈及十九大以来大
刀阔斧的改革举措，正风反腐的刮骨疗
毒、精准扶贫的民生关切，让在场老党
员为之动容，深切感受到习总书记作为
政治领袖的刚柔相济。张老师以桃园
村为例，详细解剖乡村振兴战略，具体、
生动，深入浅出，具有良好的针对性和
指导意义。
第六讲邀请芜湖县人社局党组成
员、县人力资源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陶贤
林，讲授“乡村振兴需要什么样的新型
农民”。他从自身 20 余年坚持在工作岗
位上培养传授农业技能、组织招工服
务、传播道德风尚的经历现身说法，指
出新时代农民不仅要掌握发家致富的
技能，还要加强思想品德和道德素养。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大背景下，新型农民
要努力练好“基本功”，做到遵纪守法、
有一技之长、吃苦耐劳，同时要学会为
人处世之道，在工作和生活中懂得尊

重、信任、帮助、感恩、宽容他人，营造文
明和谐新风尚，为美丽乡村建设贡献一

份力量。
图为演讲现场。

幸福征收温暖民心 党员群众纷纷点赞
本报讯（记者 杨锋）为改善广大居
民的居住条件，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促进经济社会更好发展。近年来，县
委、县政府持续做好房屋征收工作，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努力做到
阳光征收、依法征收、和谐征收，不仅为
很多被征收户解决了实际困难，也赢得
了党员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纷纷点赞。
老党员陈其仁：带头接受征收 热情
宣传政策
火龙岗路道路建设工程系 2018 年
政府性投资重点项目，北起世纪大道，
止于在建高铁湾沚南站，全长 4.75km，
该项目是湾沚高铁站连接县城的一条
南北走向主干道，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
完善我县城南区域道路网，提升地区城
市承载能力。为了保障该条道路建设
工程的顺利推进，我县对位于道路沿线
的湾沚镇津元村高坎村民组部分区域
房屋进行了依法征收。现年 78 岁的陈

其仁，不仅是高坎村民组组长，更是一
名老党员，他的房屋恰恰也在本次征收
范围内。今年初，当县棚改第四分部工
作人员来到陈其仁家中宣传征收政策
时 ，陈 其 仁 积 极 响 应 ，并 大 力 支 持 工
作。不仅带头签约接受征收，更在村内
广泛宣传征收政策和火龙岗路建设的
重要性，动员村民积极支持征收工作。
陈其仁说：
“火龙岗路通车，对于我们老
百姓是有利的，对于我们芜湖县经济社
会发展有好处的。作为一名党员兼村
民组长，更有责任去做村民的思想工
作，支持道路的建设。”据了解，在陈其
仁与县棚改第四分部工作人员共同努
力下，高坎村的房屋征收工作也得到了
村内大部分村民的热情响应和支持，征
收工作也正在有序推进。
低保户程红保：积极支持工作 不拖
政府后腿
棚户区的房屋不仅年代久远，而且

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影响了在此居住的
老百姓生活质量，同时也影响了城市的
美观和形象。为加快推进县城建设步
伐，促进城市发展，为棚户区老百姓改
善生活环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我
县一直在做好棚户区房屋改造征收工
作。今年 56 岁的程红保，家住沿河路棚
户区地段，是本次棚改征收范围内的被
征收户，同时也是一名低保户。长期以
来，他们一家三代七口人住在 80 多平米
的老房子里，房屋陈旧、设施老化，上厕
所都要去离家较远的公共厕所，可以说
生活很不方便。由于家境困难，夫妻二
人无固定工作，仅靠门前摆摊下面条维
持生计。老夫妻俩在这经营了三十多
年，因为价钱公道、味道好，他们的早点
生意很好，客人总是络绎不绝。对于棚
改征收工作，县委、县政府坚持以人为
本、让利于民，制定出台了优惠的征收
政策，充分保障群众的合法利益，程红

保内心一直比较看好和支持。自县棚
改二分部的工作人员带着棚改政策入
户宣传后，程红保主动克服生活困难，
带头丈量，率先签约，不仅感恩党和政
府这么多年来对他家的关爱，也希望能
够通过棚改一定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生
活环境。程红保说：
“ 住了这么久的老
房子还有经营的面条摊，虽然舍不得，
但是现在的政府政策好，对我们老百姓
有利，自然要主动支持工作，不能拖后
腿。
”
事实上，近年来，芜湖县涌现出了
很多类似陈其仁和程红保这样的被征
收户。他们积极支持政府的征收工作，
在征收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得到了实
惠，也为城市建设以及经济发展贡献了
力量。相信以后，在广大党员群众支持
下，在一线棚改征收工作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芜湖县的发展一定会蒸蒸日上、
越来越好。

狠抓安全生产不放松 全力以赴确保客运畅通
本报讯（记者 彭程）6 月 1 至 30 日
是全国第十七个安全生产月。围绕“生
命至上，安全发展”的活动主题，县客运
分公司认真组织开展活动，坚持“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注重实效”
安全生产工作方针，以强化安全生产红
线意识，落实“一岗双责”安全责任，强
化安全隐患排查、提高安全意识和安全
素质为重点内容，进一步宣传贯彻国家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全面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围绕安全生产，县客运分公司认真
部署，有序推进安全生产警示教育活
动，制作事故案例展板，并放置发车点，

供驾驶员观看。印制 2018 年国内发生
的特大事故案例以及企业内发生的典
型事故案例教材，在每日的早送安全叮
嘱工作中向驾驶员发放并进行安全提
醒。结合驾驶员安全学习，邀请 2018 年
以来列为危险源点或发生事故的驾驶
员家属开展安全座谈。利用电子屏幕
滚动播放安全宣传短片，向广大旅客宣
传行车安全。开展安全应急演练活
动。安全生产科积极配合属地政府监
管部门，结合实际，制定并开展应急演
练活动，成功组织开展了大客车消防应
急逃生演练。开展安全培训活动。县
客运公司积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法律

县企业家为消防官兵送清凉
本报讯（记者 祝倩南）6 月 6 日，安
徽盈信工程有限公司和安徽森爱驰医
院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各自带上
100 箱矿泉水结伴来到县消防大队，为
这里的消防官兵送来了夏日的清凉。
据了解，安徽森爱驰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是我县去年通过招商引资吸引
过来的企业，企业一直热衷于公益事
业。除此次为消防官兵送清凉，在今
年的半程马拉松比赛中也捐赠了 1 万
元现金。安徽盈信工程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飞已连续 7 年为我县消防官兵捐
赠物品。
“ 马上要到大夏天了，眼看就
要进入梅雨季节，紧接着防汛抗旱工

作就要启动了，他们平时训练也特别辛
苦，我们为这些可爱的消防官兵送来一
丝清凉。”王飞笑着说。8 年前，王飞看
过一场火灾，亲眼见到消防官兵不顾自
身安全冲进火海救人的场面，心底对他
们这些烈火英雄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从那时起，他就告诉自己，
虽然自己不能
成为一名消防员，救人于火海，
但一定会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为这些消防员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交谈中，王飞表示会
将这项工作一直坚持下去，为社会增添
一份温暖、奉献一份爱心，
为芜湖县公益
事业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法规和业务知识培训活动，集中面向驾
乘人员开展驾驶技能和紧急情况下的
应急处置措施培训活动。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公司车队集中开展车辆和驾
驶人及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隐患排查活
动，对站场固定场所的安全隐患进行排

查，重点对运营线路、驾驶员、车辆、运
输过程等进行排查、填写台账，并利用
手机 APP 客户端将数据上传。同时，开
展安全生产咨询宣誓、安全互联信息推
送等活动，通过一系列措施，确保客运
安全落到实处。

杨良金列席中国院士大会
本报讯 5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第
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
次院士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
幕。市关工委旗帜报告团报告员、芜
湖县关工委农科教报告团团长、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
“十佳”
农民杨良金作为“百名科学家、
百名基层科技工作者”
杰出代表，
受邀
列席这次大会，聆听习近平总书记报

告，
学习讨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5 月 30 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
“百名科学家、百名基层科技工作者”
座谈会。这是继 2016 年杨良金被评
为全国“十佳”农民受表彰后的又一
大喜事，是杨良金同志的光荣，也是
全县关工系统广大“五老”的荣光与
骄傲。
（希旺）

县老年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祝倩南）6 月 5 日，
县老年教育工作会议在县老年大学召
开。会议传达了省老年协会会议精
神，各镇老年学校校长汇报了老教工
作，向荣获 2017 年示范校的六郎镇易
太村老校、湾沚镇新丰村老校和桃园
村老校授牌，总结回顾了 2017 年全县
老年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并对 2018 年
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
2017 年，县老年教育委员会在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市老年教
育委员会精心指导下，
全县五个镇除湾
沚镇与县合办县老校外，
已办镇老校 4
所，有行政村 84 个，社区 14 个，已办村
老校60所，
比去年同期增加1所。已办
社区老校（老年活动中心）10 所。全县
60 岁以上老人参学人数达 8762 人，占
全县 60 岁以上老年总人口的 14.9%。
参学老人比去年大幅提高，
多数村老校
每季度都能按教学大纲制定的计划正
常上课。坚持
“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
社
会参与、
全民行动”
的老龄工作方针，
努
力把全县各级老校建设成为老有所学
的课堂、老有所乐的舞台、老有所为的

阵地，
为建立学习型城镇、
加强精神文
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积极作
用。同时，
县老教委利用各镇、
村老年
学校这一平台，引导全县老年人认真
学习十九大全会精神，学习习近平同
志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提高全县老年人政治思想水平，充分
发挥基层退休老干部的作用，积极引
导和鼓励老同志发挥余热，利用他们
长期在基层工作的优势，
按照自愿、
量
力的原则，为我县社会经济发展发挥
积极作用。
会议要求，所有老年学校要切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要充分认识老年教育工
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提升工作
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继续保持我
县老年教育工作良好发展态势，适应
发展需要，不断提升老年教育工作水
平；明确目标，全面落实老年教育各
项任务，搭建平台，组织开展好各类
老年教育活动，加强领导，保障老年
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不断开创老年教
育工作新局面。

我县道德讲堂总堂活动走进开发区
本报讯(记者 杨锋)弘扬社会道
德，激发向善力量，6 月 5 日，由县委宣
传部、县文明办、开发区管委会主办的
芜湖县道德讲堂活动在芜湖佳先传动
轴有限公司举行。本期道德讲堂以
“孝老爱亲、敬业奉献、助人为乐”
为主
题，
通过唱歌曲、学模范、谈感悟、诵经
典、习礼仪、送吉祥等六个环节，进一
步宣扬了新时代新风尚，引领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全社会精神文
明程度和思想道德水平。
道德讲堂活动在芜湖佳先传动轴
有限公司志愿者领唱的《三德歌》中拉
开帷幕。随后在学模范环节中，三位
宣讲人对胡玉、李杨、葛乐拉等三位道
德模范的感人事迹进行了热情洋溢的
宣讲。来自四川省内江市一户农村家
庭的胡玉，现为芜湖佳先传动轴有限
公司一名普通员工。工作上她踏实勤
奋，生活上她孝敬公婆、爱护子女、关
心丈夫、和睦邻里，
用一片爱心将自己
的家庭打造成人人羡慕的和睦之家。

德力西电气(芜湖)有限公司的李杨，
10 多年来勤勤恳恳，善于钻研，从产
品装配工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走到
今天的部门经理、工会主席，始终坚
持以企业为家，在爱岗敬业的过程中
成就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芜湖县萤
火虫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葛乐拉，多
年来不忘初心、乐于奉献，和朋友共
同发起成立芜湖县萤火虫志愿者协
会，积极组织和参与志愿者服务活
动，真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用点点
荧光照亮他人。
他们孝老爱亲、爱岗敬业、助人
为乐的精神感人至深，让大家切实感
受到了好人就在身边、美德催人奋
进。聆听学习后，现场观众热情澎
湃，纷纷站起来谈感悟，不仅表达了
对道德模范的浓浓敬意，更纷纷表示
要积极的向身边榜样学习，传承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努力做一个有孝
德、诚德、爱德的社会主义好公民，在
自己的岗位上奉献力量、引领风尚。

防溺水安全教育走进西河中学
本报讯(记者 杨锋 通讯员 许园)
防溺水安全教育是保护学生安全的一
项重要工作，6 月 5 日，县交通局、县教
育局、县海事处以及红杨镇政府在西
河中学联合举办了防溺水安全教育进
校园活动。本次活动邀请了芜湖红十
字会蓝天救援队为该校近 170 多名学
生讲演了防溺水相关知识和技巧，进
一步提升了学生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救
能力。活动过程中，芜湖红十字会蓝

天救援队队员们，通过摆放防溺水安
全教育展板以及现场宣讲、教唱防溺
水歌曲、现场急救演练的方式，向在
场学生们进行了防溺水安全警示教
育，教会学生们掌握一些简单的求生
技能和防溺水技巧，提升了学生的自
救能力。图为防溺水安全教育现场。

预防溺水 珍爱生命

开庭时申请人未到庭，
开庭时申请人未到庭
，该如何处理
该如何处理？
？
本案申请人李某称 2017 年 10 月份
到被申请人某公司工作，双方口头约定
李某每月工资 6000 元，李某工作期间，
某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为
李某办理社会保险。2018 年 3 月 18 日
李某辞职，工作期间某公司共支付李某
7000 元工资。现李某要求某公司支付
（2018 年 2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18 日）工
作期间工资 10000 元，并要求支付经济
补偿等。仲裁委依法向李某送达了立
案、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后，
李某在规
定的开庭时间内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仲
裁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作
出视为李某撤回仲裁申请的《仲裁决定
书》。
事后，
申请人李某不服，
要求就同样
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重新提起仲裁申
请，
仲裁委接到该仲裁申请相关材料后，
依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
十九条之规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
本案李某因马虎大意、不够重视仲

裁委通知的开庭时间或存在想当然的思
想，
认为今天开不了庭，
改个日期重新开
庭便是，为此李某付出了不该付出的时
间、精力。李某案也告知广大劳动者在
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时，一定要注意
维权时间、举证时间、开庭时间及有证人
的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等法律的相关规
定。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申请人收到
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
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可以视为撤
回仲裁申请。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
十九条 申请人收到书面开庭通知，无
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
中途退庭的，
可以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
申请人重新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
予受理。
（黎云芽）

以案释法

注销
公告

芜湖前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210570113925）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
龚有飞、汪红亮为清算组成员，
龚有飞为清算组负责
人，请债权人于 2018 年 6 月 8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公司地址：芜湖县湾沚镇文教园区书香名第东 19
幢1室
联 系 人：
吴成贵
联系电话：
18949588899
芜湖前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