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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为促使效能投诉处理工作做到有诉必查、

有查必果、有果必复、有责必问，现将市直单位
效能投诉渠道公布如下：

（一）效能投诉电话受理热线：市长热线
“12345”、“投诉热线”（0563-3356880）。

（二）效能投诉来人来信受理地址：宣
城市直机关工委，地址：宣州区鳌峰中路49
号（工作时间受理）。

（三）效能投诉邮箱受理：
xcxnb335688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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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训： 立言 公信 融合 创新

本报讯 7月14日至16日，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邓向阳来我市督导检查防
汛救灾工作。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必方、省
发改委主任张天培、省应急厅副厅长汪黎
明、省气象局纪检组长张爱民等随行。市
领导陶方启、孔晓宏、于静波、张黎勇，市
政府秘书长盛浩分别陪同。

14日晚，邓向阳赶赴宣州区朱桥联
圩，查看魏村榨塘埂段除险现场，向正在
加筑圩埂的武警官兵们表示慰问，叮嘱大
家注意安全、注意休息。接着，邓向阳一
行又来到魏村朱埂渡段，察看水情水势，
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要求宣州区精
准预判汛情变化，强化水利工程运行调
度，认真组织巡堤查险，及早发现和处置

各类险情。
15日上午，邓向阳来到陈村水库，现

场了解水库调度、进洪泄洪等情况，要求
进一步加强调度会商，准确研判雨情、水
情，充分发挥水库错峰、削峰的功能，更
好发挥大型水库对洪水源头性控制的骨
干工程作用。15日下午，邓向阳来到宣
州区新河庄水文站，通过水旱情信息系
统，了解实时水位、流量及变化趋势，询
问历史水位等情况，要求加强值班值守，
确保信息及时共享。“住得还习惯吗？吃
得好不好？”邓向阳一行来到养贤乡集中
安置点，看望慰问转移安置的群众，了解
他们生活居住情况，要求当地认真抓好
食品安全、疫情防控等工作。在养贤乡

宝圩，邓向阳查看当前水位，认真了解巡
堤值守、应急措施、防汛责任落实等相关
情况，看望慰问巡堤查险的干部群众，要
求大家履职尽责做好巡堤值守工作，同
时要注意自身安全。

16日上午，邓向阳来到郎溪县，先后
察看了飞鲤镇幸福圩、新郎川河、南漪湖
等地防汛抗洪情况，要求突出防汛的重
点区域、险工险段，科学调配人员力量；
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据预案及
时有序组织人员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邓向阳一行来
到郎溪第一联合圩检查防汛工作，强调
第一联合圩防汛责任重大，关系着郎溪
城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务必严防

死守，确保圩堤安全。
督查中，邓向阳强调，要充分认清当

前防汛抗洪严峻形势，时刻绷紧防汛这
根弦，落实落细防汛查险、除险、抢险各
项措施，全力确保安全度汛。要坚持预
防为主、提前转移、主动避险的防汛理
念，坚决做好存在隐患和风险区域人群
的转移安置工作。要加强薄弱堤段防
守，把物资物料、人员力量向薄弱堤段倾
斜，确保万无一失。要把水利工程建设
作为治本之策、长远之计，积极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同时结合“四好农村路”建设，
在汛期结束后抓紧上项目、上工程，提高
薄弱堤段防洪标准。

（本报记者 徐晨）

邓向阳来我市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
陶方启孔晓宏陪同

本报讯 今年入梅以
来，我市已经遭遇六轮强降
雨，全市平均降雨量711毫
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2
倍。7月2日至16日8时，全
市有31个气象站雨量超过
500毫米，2个站超过700毫
米（绩溪县胡家、寺后）。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
市江河湖库水位上涨迅猛，
水阳江干流全线超保证水
位，青弋江干流超警戒水
位。目前水位仍在上涨，水
阳江中下游、南漪湖、郎川
河水情形势严峻。

截至7月16日14时，
全市7个县市区先后受灾，
累计受灾人口47.88万人，
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
众80456人次。需紧急生
活救助人口32302人，因灾
倒塌房屋124户243间、严
重损坏房屋357户602间、
一般损坏房屋2080户3858
间。农作物受灾面积35232
公顷，其中成灾21063公顷、
绝收5993公顷，累计直接经
济损失18.3亿元。

面对严峻形势，我市坚
持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
在第一位，全力以赴开展防
汛救灾工作。

夯实防汛责任。我市
严格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
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抗旱
责任制，及时调整充实市、
县、乡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制订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工作规则，落实市领导联
系县市区包保工作责任
制。并根据汛情变化，突
出抓好水阳江中下游、南
漪湖周边重点圩口防御，
及时建立市领导联系8个
重点万亩圩口制度，驻点
指导圩口防汛抢险工作，
并以重点圩口为单位，建立
前线指挥所。

强化汛期调度。进入
主汛期以来，市防指坚持
每日会商调度和重大气
象专题调度制度，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多
次召开防汛会商会或调
度会，多次到一线检查指
导防汛工作。

全力抢险救援。灾情
发生后，我市统筹组织武
警、公安、消防等专业救援
力量。截至16日 7时，共
出动专业力量12746人次，
出动车辆3654台次、冲锋
舟（艇）137 艘次，配合营
救、转移、疏散、劝离群众
7353 人，排查圩堤 309公
里，抢通道路22.3公里，路
面清淤16.8公里，装填沙袋
9900 袋，清理淤泥 1450
方，排查受损房屋60余间，
搬 运 居 民 物 资 9.6 吨 左
右，向群众送水104吨。

统筹减灾救灾。各级
各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及时转移危险区域和危险
地段的受灾群众，积极引
导鼓励受灾群众以投亲靠
友等方式分散安置，零星
投亲靠友有困难的通过借
住公房、租住宾馆等社会
化方式综合保障。对安置
人数较多的设立集中安置
点，全市目前共设立集中安
置点35个，安置群众1214
人。抓好资金保障，省财
政厅、应急厅已先期下拨
80万元省级救灾资金，市
级财政安排了1000万元专
项救灾资金，首批500万元
已下拨，县级财政累计已下
拨救灾款480万元。强化
防汛物资保障，省级紧急支
援我市两批防汛救灾物资，
共有编织布25万平方米、
编织袋 30 万条、救生衣
6000件、折叠床400张、毛
毯1000床、帐篷100顶，目
前已下发到抢险现场和救
灾安置点，后续物资正在持
续安排。全市通过争取省
级支持、市级应急储备、县
市区调剂、紧急采购等多种
形式，累计发放折叠床1503
张、空调被（毛巾被）3432
床、棉被2055床、帐篷108
顶。通过各级与超市协议
储备制度，共发放大米
36050斤、方便食品10137
箱、饮用水1万余箱以及其
他生活物资，累计物资折
款约 368.9 万元。启动倒
损房恢复重建，依托山区
库区农村住房保险试点，
发挥政策性保险作用，及
时为因灾倒损的农村住房
进行查勘理赔，努力减轻
受灾群众的经济损失。

（本报记者 刘畅）

闻闻““汛汛””而动而动
全力以全力以赴赴
——全市政协系统全力
以赴助力防汛抢险
■关寅洁 本报记者 谭艺莹

入梅以来，受上游来水和连续强降雨影
响，宣城青弋江、水阳江、南漪湖等水位持续
上涨，多站点超保证水位，我市防汛形势愈
发严峻。面对雨情、水情、灾情一道道通告，
全市政协系统以“汛”为令、闻“汛”而动，迅
速投入防汛救灾工作中。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市政协领导第一时
间深入各联系点指导帮助开展防汛抗洪工
作。7月5日，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平赴
绩溪县就防汛工作进行督导，深入上庄镇、
长安镇，实地察看了部分河岸、农田受损以
及地质灾害点防治工作开展情况。7月13
日，在双桥联圩胜利村段，张平仔细查看堤
段现状、水情变化等情况，详细了解相关值
守应急措施。张黎勇、沈伟、宦朝东、唐佑文
等市政协领导也都奔走在防洪救灾一线，实
地查看、指导防汛工作。

市政协机关进一步抓紧落实防汛队伍，
上足巡查力量，坚持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
险，确保巡查不漏盲点、不留隐患，守牢防汛

“责任田”。
郎溪县政协负责同志分赴联系乡镇村

检查指导防汛工作，每到一处，详细听取有
关工作情况汇报，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措
施和办法。宁国市政协对加强值班值守、
领导带班、查险处险、后勤保障等工作提出
要求，要严格落实责任，确保防汛救灾工作
万无一失。

各尽所能，政协委员们也投入到防汛
救灾行列中。宣州区政协委员结合委员

“三进”活动，来到万亩大圩水阳镇金宝圩
看望慰问一线防汛人员，为他们送去了防
汛物资。连日来，在千万亩圩口、河湖水
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处处都能看到政协委
员奔走的身影；在面临除险加固、抢修增
建、人员转移安置等难题时，时时都能有政
协委员的献智出力，在紧要关头彰显政协委
员的责任与担当。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做好防汛抗洪工
作。市政协要求，全市政协组织要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责任意识，严肃防汛纪律，及时报
送有关紧急重大情况，切实做好有关应急措
施，有效应对近期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以扎
实的工作和严实的作风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 连日来，市
红十字会把抗洪救灾作为
当前最为紧迫的政治任务
抓紧抓好，积极行动，周密
部署，迅速展开备灾救灾
各项工作。

市红十字会分别于6
月23日、7月6日向全市红
十字会系统下发关于做好
防灾救灾工作紧急通知，要
求时刻关注雨情、水情动态
信息，积极主动与当地应急
管理部门对接，实时掌握汛
情、灾情和人道救助需求情
况，第一时间向上级红十字
会报告灾情，争取上级赈济
救援物资的支持。7月7日
市防汛指挥部启动防汛I级
响应，市红十字会随即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全面展开
核灾、报灾和救灾各项工

作。发动广大红十字志愿
者积极响应当地党委政府
号召，主动报名登记参加赈
济救援，目前全市县级红十
字会相继组建红十字赈济
救援志愿服务队，全力支援
抗洪救灾工作。市红十字
会先后四次向上级红十字
会上报灾情和人道救助需
求物资。7月14日已相继
接收来自中国红十字总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帐篷、折
叠床及家庭包等首批价值
29.5万元的人道救助物资，
并第一时间拨付到当地红
十字会开展灾害救助工
作，实现救灾物资零中转；
7月15日自筹近万元急需
物资，于当日下午赴宣州区
朱桥圩，慰问抗洪抢险一线
武警官兵。 （红会宣）

本报讯 近
日，国家文旅部公
示了第二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

推荐名单，我市旌德县白地镇江村、绩溪县家朋乡尚村等2
个贫困村位列其中。目前我市已有5个村入选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结合旅游扶贫。我市持续推进“百企帮百村”行动，组
织全市48家旅游企业与43个村建立结对帮扶，其中15家
旅游企业与13个重点村结成对子。组织对贫困地区乡村
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创业和服务技能培训，上半年组织乡村
旅游从业人员参加线上培训约510人次。

强化创建引领。完成全市13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旅游扶贫规划编制，突出差异化打造，提升旅游扶贫成效。
开展乡村旅游“四级联建”，指导各地对照评定标准和管理
办法，开展安徽省文化旅游名县、特色旅游名镇、特色旅游
村、休闲旅游示范点等品牌创建。目前全市共创成国家级
乡村旅游重点村5个，省AA级旅游村14个，2020年新评
定省四星级农家乐5家、省三星级农家乐15家。

优化发展环境。印发《关于促进宣城市农家乐（民宿）
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我省第3个出台此类文件的地级
市。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美林秀”工程等行动，宁国
市青龙乡完成沿线改厕30户和最美村庄龙阁村葛村村民
组整治工作。泾县重点整治爱民村、虎耳坑村、宋村等人居
环境，打造“赵村里”品质提升村。

（本报记者 徐静雅）

我市全力以赴
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我市2村被列入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目前我市已有5个村入选，数量居全省第一

市红十字会
迅速展开救灾赈济

郎溪有这样三支“突击队”
■本报记者 顾维林 特约记者 余克俭 杨红梅

★

★

连日来，持续的强降雨，造成郎溪县沿湖及新老
郎川河附近乡镇防汛形势严峻。

汛情就是命令。在圩堤上、在险情处，有这样三
支特别的“突击队”，他们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勇于担
当，筑成了一道抗洪抢险救灾的“铜墙铁壁”。

工人突击队：“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出现在哪里”

“大家快点，跑步前进！”7月14日上午，在郎溪县
毕桥镇团结圩排涝站，一支统一着装、手持镰刀的队
伍，正一路小跑着前往团结圩西大埂。

到埂上后，队员们沿着斜坡排成一排，有序开展
清障除杂工作。冒着绵绵细雨，他们撸起袖子、挥着
镰刀，对堤面、堤身以及堤脚范围内的浓密杂草及树
木进行清除。

这支队伍就是由郎溪县总工会组建的“工人突击
队”。近几日，他们充分发挥连续作战精神，持续参与
该县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近期，郎溪县毕桥镇河湖持续高水位，各圩口险
情不断。针对此，毕桥镇各防汛圩口积极组织人力加
高堤坝。了解到防汛物资消耗巨大，郎溪县总工会紧
急捐赠方便面、矿泉水等物品，同时组织了“工人突击
队”支援一线抢险。

“汛情发生后，我就主动站了出来，希望能为‘第二
故乡’贡献一份力量。”正在清障的突击队队员卫业雄是
泾县人，已经在郎溪上班好几年了。得知郎溪县总工会
组建“工人突击队”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参与抗洪救灾。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出现在哪里。”郎溪县总工
会副主席林祥军告诉记者，当前，该县已经进入防汛
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发挥“工人突击队”的作用，工
会将与各乡镇及时做好对接，确保能够尽快到达抢险
救灾最需要的地方。

青年突击队：“哪里有险情，我们就冲向哪里”

7月13日下午，位于飞鲤镇境内的跃进圩南大堤
上，一面印有“郎溪县青年突击队”字样的旗帜高高飘
扬。近旁，二十余名青年志愿者正一刻不停歇地填装
沙袋、堵住缺口。

受强降雨影响，南漪湖连续多日超保证水位。7
月7日起，团郎溪县委立即启动“1+X”模式，面向城区
招募防汛抗洪应急志愿者组队待命，呼吁社会力量共
同投入防汛抗洪。

根据郎溪县防指统一调度，新成立的“郎溪县青
年突击队”提早做好准备，确保能够随时参与抗洪抢
险、卫生防疫知识宣传、受灾群众生产自救等志愿服
务活动。

当天的抢险现场，青年志愿者们默契配合，有人
铲起砂石填入编织袋，有人用力往背河堤坡扔石袋，
还有人用铁锹开沟导渗。“看到团县委发出倡议后，我
和几位同事就赶紧报了名，毕竟防汛抢险刻不容缓，
这也是每个团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突击队队员程
诚一边说着，一边挥动着手里的铁锹。

雨一直下，不一会儿，雨水就夹杂着汗水，模糊了
志愿者们的双眼。经过3个多小时的奋战，青年志愿
者们和附近村民们最终堵住了不少管涌和渗漏，确保
了大堤安全。

老兵突击队：“哪里有困难，我们就战斗在哪里”

在建平镇钟西村，由于强降雨导致小范围塌方，
部分圩堤出现险情。不仅如此，村内部分变压器水泥
柱还出现了裂缝，如不及时解决，后果将不堪设想。

接到请求援助后，一支由当地退伍老兵组成的
“老兵突击队”立即赶赴钟桥小河歌场圩，及时开展抢
险任务。他们一个接一个把手中的沙袋传递到堤脚
出现泡泉的位置，与在水下的村民形成合力，对水流
进行阻截，紧接着对水泥柱的裂缝进行修复。

“在抢险过程中，我们的队伍始终斗志昂扬，服从命
令，听从指挥，做到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圆满完成了抢
险救灾任务。”“老兵突击队”队长徐飞坚定地说道。

面对当前严峻的防汛形势，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面向辖区内广大退役军人发出倡议书，号召辖区内
广大退役军人组成抗洪抢险突击队，积极投身到防汛
抢险救灾中去。

倡议书发出仅一天，百余名退役老兵纷纷自愿扫
码加入微信群。他们主动请战、冲锋在前，全力配合
郎溪县委、县政府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彰显了退役军
人的责任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