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宣城撤地设市20周年。为展示宣城的城市形
象、文化魅力和群众品位，同时搭建书法爱好者展现自我、互
动交流的平台，推动我市书法艺术更加蓬勃发展，宣城日报
社、宣城市文联组织开展“文墨香韵二十年·执笔书咏新宣
城”主题书法大赛。现向广大书法爱好者征集作品。

一、征稿对象：仅限于宣城本地的书法爱好者（报名一
律使用真实姓名，化名、重复报名者不予评审）。

二、活动时间：
征稿时间：2020年8月10日—10月28日
评审、颁奖时间：11月中旬
三、奖项设置：由大赛组委会评选出获奖作品，颁发证

书、奖金和奖品。其中：
一等奖2名：奖金1500元+价值500元的奖品
二等奖5名：奖金1000元+价值500元的奖品
三等奖8名：奖金500元+价值500元的奖品
优秀奖10名：价值500元的奖品
四、参赛规则：
1、参赛作品分为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两类。
2、参赛作品要求内容积极向上、思想健康，保证书写内

容的相对完整性、艺术性。

3、每位参赛者投稿作品数量在3幅以内，并一次性投
寄，软笔书法、硬笔书法均可。

4、作品须附上作者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
（请在作品背面右下角用铅笔正楷注明或用便签纸附上
联系方式）

5、规格尺寸：硬笔作品不超过A4；软笔作品不超过6
尺整张，小字类不超过4尺整张。

6、本次大赛的全部获奖作品，举办方有权在相关活动
中使用（画册、报刊等），不再另付稿酬。

7、参赛作品所涉及的名誉权、著作权等法律责任均由
作者本人负责。本次大赛不收参赛费，不退稿。

8、举办方对邮寄过程中作品丢失或意外损失不承
担责任。

五、联系方式：
投稿地址：宣城市宛溪南路2号宣城日报社一楼。投

稿请注明：书法大赛。
联系人：申艳 邮编：242000
咨询电话：0563—2831888 2831889

“芬格欣杯”宣城撤地设市20周年书法大赛组委会
2020年8月19日

“芬格欣杯”宣城撤地设市20周年书法大赛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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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339766446元，安徽投注总额：12636654元。奖池
奖金：10297466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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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1968966元，
奖池奖金：9675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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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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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奖池过亿，2元可中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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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透型15选5”玩法
（第2020182期）

奖等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
中奖注
数

0

108

4829

安徽
中奖
注数

0

31

861

每注金
额

（元）

0

2163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673016元，安徽投
注总额：122914 元。奖池奖金：
3524392元。

临时停电时间：2020 年 08 月 25 日 06：30-07：
30。停电线路：10kV洪林231线朱村支线#3杆洪林朱
村#64900848公用变后段线路转检修。停电原因：隐
患消缺（10kV洪林231线朱村支线#3杆洪林朱村#
64900848公用变后段线路总表更换）。停电区域：宣
州区-洪林镇：洪林朱村。

停电时间：2020年08月26日05：00-17：00。停电
线路：10kV水东173线。停电原因:水东镇区三台区改
造工程（1、10kV水东173线#1杆至#8杆同杆架设低压
导线架线，线路陪停；2、10kV水东173线八号变支线#1
杆至#7杆同杆架设低压导线架设，线路陪停。）隐患消缺
（10kV 水东 173 线七号变支线#2 杆水东镇区七#

65900972公用变跌落保险更换。）10kV水东173线八
号变支线#10杆至#11杆低压导线更换，线路陪停。停
电区域：宣州区-水东镇：水东镇区七、水东兴东路、水东
晨光路、水东水晶商城一、水东水晶商城二、水东水晶商
城三、水东镇区三、宣城宣交中油石油有限公司变、水东
古镇雅居一、水东古镇雅居二、水东镇区八、水东镇区十
六、水东镇区十三、水东中兴嘉园一、水东镇区二、水东镇
区十五、水东镇区四、水东镇区十二、水东花园小区、水东
镇区一、水东镇区十、水东镇区六、水东腾云路小区、水东
孟家滩、水东伟意一、水东伟意二、水东镇区十一。

宣城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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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国讯 今年以来，宁
国市汪溪街道在推行政务
公开工作中，下好“三步
棋”，打开政务公开新局面。

着眼于“治理”，从高处
起步。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这是与群众利益密切
相关的社会公共问题，如果
没有社会共治、公众参与，
政府就难以更好地发挥服
务作用。没有基本的信息
获得，群众就无法真正参与
政府决策、执行、管理、服务
工作。为打造阳光政务，汪
溪街道在智能政务公开专
区精准发力，配备智能化共
享信息设备，通过设立“云
留言区”、电话来信来访、微
信公众号留言等板块，进一
步拓宽群众信息反馈渠道，
截止目前已回应群众关切
问题40余起。

发力于“精准”，在细处
行走。现正处于“互联网+”
时代，回应群众关切，更需
要坚持以数据化为标准、信
息化为手段，以“清单式”管
理、“标准化”建设为抓手，

使政务公开的范围和边界
更加清晰，程序和运行更加
规范，不断提升政务公开的
精准性和实效性。目前，街
道主动公开13个部门，涉及
政策解读、信息公开目录
200余条。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通过政务公开，帮助企
业了解复工复产问题20余
起，落实“群众不出户，政务
到家办”10余起。

升华于“革新”，向大处
迈进。打破传统宣传媒介，
用好用活用足新媒体。今
年以来，应用“宁国市汪溪
街道办事处”微信公众号平
台，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
街道政务活动，先后组织移
风易俗、文明创建、科技普
及、普法用法、群众文化、卫
生健康等35场线上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共发动500
余名群众参与到活动中
来。下一步，汪溪街道将最
大限度挖掘、发挥政务信息
资源效益，让政务公开成为
辖区内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的新常态。 （王丹 刘超）

汪溪街道下好“三步棋”
打造阳光政务

涛城镇：多形式推进扫黑除恶专项宣传
郎溪讯 “请问您知道全国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为期多长时间吗?”“扫
黑除恶农村地区打击重点有哪些?”
近日，郎溪县涛城镇多部门工作人员
走上街头，通过发放资料、问答宣讲
等形式开展扫黑除恶集中宣传。

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
战决胜年，为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对
扫黑除恶的知晓率和参与度，该镇多
措并举，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宣传活动。一是营造浓厚宣传氛
围。利用镇村宣传栏和公共电子屏
宣传扫黑除恶标语，制作宣传展板，
在街道、村组主要路口悬挂宣传横
幅，同时利用各村智慧广播“大喇叭”
播放扫黑除恶知识宣传音频，让辖区

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识入眼、
入耳、入心；二是线上线下齐发力开
展宣传。在线上，利用普法微信群及
各村社区工作及法律服务群、微信公
众号、朋友圈等平台，转发推送链接
和以案释法，进一步强化对扫黑除恶
专项知识、斗争成果及其所涉重点
法律法规的宣传，扩大宣传的受众
面。在线下，镇综治办、司法所、派
出所等多部门联合，到集镇中心、法
治广场，通过发放宣传材料、展出法
治展板、现场宣讲等形式开展专项
集中宣传活动，提升宣传实效；三是
进村入户“面对面”宣传。司法所工
作人员联合镇村普法志愿者、村“两
委”干部、人民调解员深入村组农户

家中及街头店铺，发放扫黑除恶《致
全县人民的一封信》及宣传折页，向
村(居)民宣传科普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知识及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办理
涉黑涉恶典型案件取得的重大斗争
成果，宣传扫黑除恶线索举报途径，
提升群众持续参与度，切实提高辖
区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四是强化重点人员监管走访除隐
患。加强辖区在册社区矫正对象和
刑满释放等重点人员监管教育，开
展全面走访，加强宣传引导，排查涉
黑涉恶线索，落实各村月报告制度，
全面掌握辖区特殊重点人员涉黑涉
恶情况，消除隐患，促进社会稳定。

（何龙 樊义君）

日前，广德市新杭镇在实践所大讲堂召开2020年“好人”
现场交流会暨向不文明行为说“不”主题实践活动。期间，

“身边好人”、志愿者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生活体会，向镇创建
办提出了对创建工作的意见、建议。活动通过了红色宣讲团
志愿服务队向不文明行为说“不”倡议书，并通过镇实践所向
全社会发出倡议。 罗鑫 摄

宁国市成立
社区矫正委员会

宁国讯 日前，宁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
通知，决定成立宁国市社区矫正委员会，建立起党
委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协
同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各司其职、齐抓共管
的责任机制。

宁国市社区矫正委员会的成立，是宁国市贯
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加强党委、
政府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统一领导，适应社区矫正
新要求的重要措施，为宁国市社区矫正工作规范
化、法治化、专业化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领导与决
策保障，不仅能有效解决社区矫正工作实际中存
在的问题，也能增强相关部门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的积极性和执行力度。 （胡元君）

广德讯 连日来，广德市委党
校开设“党校大课堂”，积极开展
送教活动，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

据悉，“党校大课堂”根据宣讲内

容的需要，共分为理论宣讲大课堂、
党规党纪大课堂、党史国史大课堂、
文明道德大课堂、时政经济大课堂、
广德发展大课堂6类。针对各地、各
部门不同的教学需求，广德党校精心
打造教学专题，并安排12名教师授
课，个性化提供24个课程供选择，提

供订单式服务。
授课过程中，广德市委党校安排

专人征集和汇总学员对教师授课的
意见建议和改进措施。经常性开展
校内“找差距、提实效”说课、评课、磨
课活动，不断完善授课内容、提升培
训实效。 （胡敏）

广德党校开展“党校大课堂”送教活动

7月31日，旌德县孙村镇扶贫站
负责人到贫困户吴金娣家走访，看着
吴金娣编织的花篮，爱不释手。

吴金娣的丈夫汪太旺是个理发
师，在家里帮乡亲们理发，靠一门手
艺养活了一家三口。天有不测风云，
2008年，汪太旺中风瘫痪，丧失劳动
力，治病又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一家
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14年该户被
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丈夫丧失劳动力后，吴金娣拿起
丈夫之前用的剪刀，试着回忆丈夫之

前的理发技巧和步骤，免费给村民理
发。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学习，“吴
金娣理的发型还真好看”的消息很快
就传开了，临近的玉屏村村民也经常
过来理发。

吴金娣不仅自学理发，她还自
学裁缝，自学编篮子。虽然现在很
少有人到裁缝店做衣服，但是换个
拉链、剪个裤腿、做个围裙，这些小
生意还是有的。隔壁的张大姐说：

“吴金娣有一双巧手，发型理得好
看，换的拉链结实，她编的篮子也

卖得很好。”
同时，孙村镇的帮扶干部还积极

帮助该户落实低保、残补、大病救助
等相关政策，同时引导其儿子外出务
工，通过多方面努力，2016年吴金娣
户顺利脱贫。

现在，吴金娣吃穿都不愁了，医
疗也有了保障，还住上了安全的住
房。她每天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
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吴金娣，
正用勤劳的双手，编织着幸福美好
的生活。

杨滩镇绘就
乡村治理新图景

广德讯 近年来，广德市杨滩镇坚持以自治
为基、以法治为纲、以德治为要，以“三治融合”助
力打造文明乡风，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以自治为基础，完善乡村治理机制。走进杨
滩镇各村（场）、社区，都能看到宣传栏和墙绘广告
墙上印有内容简短，读起来朗朗上口的村规民
约。近两年，杨滩镇各村（场）、社区结合实际情
况，通过村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制定修改了村规民
约，成立了由老干部、老党员等村民代表组成的村
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主动听取群
众意见建议，自主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强化民主决
策，切实增强了村（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自我约束能力。今年以来，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环
境整治等重点工作进行民主讨论决策几十余次，
真正让老百姓参与村级事务管理。

以法治为保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为有效解
决基层群众法治观念淡薄、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化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杨滩镇扎实推进乡村法治
建设，以良法促善治。狠抓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在开
展一村一警和设置包村律师的基础上，依托村民教
育室、普法工作室，深入开展法律宣传教育活动，引
导农村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形成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

以德治为支撑，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深入开
展“身边好人”“文明市民”等选举活动，通过好人
巡讲、好人进校园、组建好人志愿服务队等，充分
发挥好人榜样引领作用，积极开展“美丽庭院”

“美丽家庭”“星级文明户”等创评工作，培育农村
新风尚。 （王淑颖 特约记者 刘茹）

吴金娣：用双手编织幸福生活
■方媛 特约记者 汪红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