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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讯 日前，郎溪县新发镇启
动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集镇“三大秩
序”巩固提升行动。

该行动结合每天志愿服务一小时
活动，围绕网格“三大秩序”开展日常
巡查，常态化开展网格内交通劝导、入

户交流、政策宣讲、捡拾烟头、清理小
广告、牛皮癣等，切实把开展创建行动
变成与群众心连心、为民办实事的重
要平台。针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以
网格为单位建立工作台账，实行动态
管理。能够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

能当场解决的汇总上报、集中攻坚。
据了解，该镇文明创建工作领导

组将加大巩固提升期间督查检查，对
督查检查期间发现的问题严格执行

“三单制”，同时定期对各村（社区）、各
网格行动开展情况进行通报。（万超）

新发镇常态化开展集镇“三大秩序”巩固提升行动

宁国讯 日前，宁国市纪委监委
向该市某乡镇党委、政府下发了一份
纪检监察建议书，指出案件办理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要求限时落实整改并
提交书面报告。

纪检监察建议书是纪检监察部
门履行监督职能的有效手段和重要

职责，通过督促被建议单位切实找到
问题根源，制订整改措施，强化制度
建设。为了确保每份建议书不折不
扣落到实处，充分发挥标本兼治、促
进整改作用，近日，宁国市纪委监委
案件审理室牵头成立督查组，对
2018年至 2020年下发的纪律检查

建议书和监察建议书落实情况开展
“回头看”。下一步，宁国市纪委监委
将按照“谁建议、谁跟踪”的原则，建
立专项台账，规范拟发程序，全程跟
踪督办，及时发现解决工作中产生的
新情况、新问题，充分发挥好建议书
的政治监督作用。 （后许婷）

宁国市纪委监委促进建议落地见效真改实改

12月2日，郎溪县姚村镇司法所联合相
关部门，在集镇农贸市场桥头开展“12.4”国家
宪法日宣传活动，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宪
法宣传手册及“宣城普法”宣传折页、面对面解
答咨询等方式开展宪法宣传，在全镇营造公众
尊法学法守法的浓厚氛围。

特约记者 王祖清 摄

▲

▲日前，泾县泾川镇幕桥社区开展“12.1”
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围
绕宣传主题，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宣传展
板、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避孕药
具、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宣传有关艾滋病相
关知识。 张月娥 摄

广场法制宣传

为提升邮储银行宣城市
分行金融服务的深度与广
度，同时帮助客户树立投资
者资产配置的观念，日前，
邮储银行宣城市分行联合
广发基金共同举办“邮银财
富、共赢未来”专题基金投
资策略会。

会上，广发基金经理以
“低利率时代，如何做好投资
理财”为主题，通过分享宏观
环境、对比国内各类金融产
品，现场与客户积极互动，探
讨不同时期的投资理念，引

入“帆船理论”进行家庭资产
配置，引起现场来宾的强烈
共鸣。活动结束后，客户纷
纷对此次投资策略会给予高
度评价。本次活动的成功举
办，有利于帮助客户更好地
把握经济市场行情，为高净
值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资产配
置服务，挖掘客户潜力，增加
客户对邮储银行的了解及认
可，助力宣城邮储 AUM 提
升，进一步提升了该行在当
地品牌形象。（数据来源：邮
储银行宣城市分行）

宣城邮储举办
2021基金投资策略会

宁国讯 近期以来，宁
国市汪溪街道扎实开展“问
题帮办 助企发展”主题活
动，帮助企业解决“疑难杂
症”，加快形成党建引领非公
企业和社会组织经济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召开党建例会，精心部署，
全面发动党建工作指导员深入
企业了解情况，对收集到的意
见和建议建立整改台账，做到

“小事当天办，大事限期办”。
通过开展谈心谈话、组

织座谈等方式，了解企业在
支部建设和党建工作开展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行
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针对企
业党员普遍反映的“三会一
课”和主题党日活动内容不
丰富等问题，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组织党建指导员以重

大党史事件为剖面，利用
PPT、视频、音频多样化方式
为支部党员上微党课；组织
党员走出企业，到井冈山开
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
精神”主题党日活动，接受红
色教育，有效提高党员参与
组织活动的积极性。

组织街道领导班子、党建
工作指导员深入到街道非公
企业生产一线和基层车间，征
求企业党员的好建议、好做
法，听取企业党建工作、建设
发展、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意见
建议，共收集到关于新冠疫情
防控、企业产业链拓展方向、
在“六稳”“六保”政策支持下
企业下一步发展方向等意见
建议6条，实际被采用3条，剩
余意见也引起企业重视，并进
行可行性分析。 （陈晨）

汪溪街道扎实开展“问题帮办
助企发展”主题活动

飞彩街道着力推进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宣州讯 近日，宣城经开区飞彩街道组织民生
办、财政所、城建办、农综站等部门开展2021年民
生工程项目调研，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民生实事落
地见效。

调研组现场查看户户通道路建设、危桥改造、水
利兴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好乡村建设等项目完
成情况，并督促各村对2021年已完成的民生工程项
目严格按照程序完善相关手续，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强化工作措施，对未完成的项目督促各村加快施
工进度，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按时按质完成工
程建设任务。调研组对2022年度申报民生项目超
前谋划，通过实地调研，评估项目建设的可行性，提
出项目建设的指导性建议，严格按照宣城经开区“十
四五”规划逐一核实、统计、上报项目。 （石磊）

南山街道持续开展医疗救助
申请对象入户调查工作

宁国讯 连日来，宁国市南山街道医保经办人
员深入到医疗救助申请对象家中，对其家庭经济情
况及困难情况进行了走访调查。

调查工作主要针对家庭成员的就业、收入、家庭
财产及医疗支出等各方面进行了问询了解，为更准
确地做好医疗救助对象审核工作打好基础。走访结
束后，街道将根据了解的情况结合民政部门提供的
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对申请对象进行审核，符合
救助政策的按时报送医保局审批。 （叶伊燕）

港口镇积极开展电动自行车
集中登记上牌

宁国讯 为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保障全镇道
路交通安全有序，连日来，宁国市港口镇积极开展电
动自行车集中登记上牌工作。

为全面推进电动车登记上牌工作，并且进一步提
高“皖事通”APP应用的使用率和活跃度，港口镇组织
工作人员前往各登记场所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各
村、社区设立电动车上牌登记服务点，并通过摆放宣
传展板、发放宣传单、转发朋友圈等方式，让大家了解

“皖事通办”平台应用和长三角政务地图预约登记上
牌流程，知晓电动车上牌政策。志愿者现场指导群众
通过“皖事通办”平台申请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并为
群众答疑解惑。 （张纯 特约记者 章玲峰）

建平镇多措并举做好村级公益
事业建设财政奖补工作

郎溪讯 近年来，郎溪
县建平镇积极落实农村公益
事业建设财政奖补政策，加
快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
度，多措并举扎实做好公益
事业财政奖补工作。

加强培训，提升业务能
力。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认
真安排部署，重点抓业务培
训，及时将项目相关信息录
入农村综合改革管理工作信
息系统以及资金监管系统，
不断提升业务能力，提高业
务水平，确保按时优质完成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
项目建设工作。

提前谋划，加强监督管
理。组织财政所工作人员按
照农村综合改革“村级公益
事业建设”财政奖补工作范
围和要求，提前做好财政奖
补项目库的数据录入、建设

规划、项目预算、现场实地勘
察等项目的逐级申报。

项目公开，强化群众知
晓。深入广泛宣传，开展多方
位、宽角度、深层次的宣传报
道工作。把村务公开贯穿于

“村民议事”的全过程，让广大
村民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决
策权，真正做到群众参与、民
主管理。组织乡镇村干部入
户进行面对面宣传，了解群众
的所思所想所盼，积极征求广
大群众意见，有效拓宽民主参
与和民主监督的渠道。

据了解，该镇今年共申
报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
补项目11个，目前，钟北马
元硬化、钟北易家湾硬化、万
全松树嘴至王村硬化、精忠
汪家墩文化广场硬化、南西
车埂头道路硬化等5个项目
已完工。 （裴芷璐）

经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宣区政复〔2021〕108号文件
批准，决定公开出让宣区[2021]47-49号地块叁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本次公开出让的叁宗地块均以现状土地条
件为准交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概况（表格见下）
二、竞买人的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国

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申请人可
以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有意竞买者，通过宣城市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网（http://ggzyjy.xuancheng.gov.cn）下载出
让文本，在线提出竞买申请。竞买人的资格审查按自然资源
部印发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执行。

三、公开出让方式
申请人可于2021年12月9日至2021年12月29日，通

过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http://ggzyjy.xuancheng.
gov.cn）获取公开出让文件和提交书面申请，并按规定交纳
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竞买保证金到
账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29日16:00时（挂牌顺延）。
本次公开出让地块的出让方式为：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超
过3人（含3人）以上的，将公开拍卖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不足3人的，采取挂牌方式出让，同时竞买申请及竞买保
证金的到账时间将顺延至2022年1月10日16:00时。挂牌
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具体
的公开出让方式，将于2021年12月29日16:30时前由宣城
市宣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告知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

本次公开出让的叁宗地块均设有底价，采用增价方式
应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公开出让的时间和地点：

公开拍卖时间：2021年12月30日下午16:00时
公开挂牌日期：2021年12月30日至2022年1月11日
挂牌时间：上午8:00—11:30，下午2:30—5:00
挂牌申请截止时间：2022年1月10日16:00时
挂牌截止时间：2022年1月11日16:00时
拍卖、挂牌地点：宣城市政务服务中心四楼开标室
五、其它需要公告事项
（一）竞买不成，竞买保证金于本次出让活动结束后五

日内全额退还（不计息）；
（二）竞得人应于《成交确认书》签定后10个工作日内

签订出让合同；
（三）成交后，竞得人必须按照规定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六、联系方式和保证金帐号：
联系电话：0563-3010108 汪女士 3010061 方女士

17756921213 李女士(安徽金马拍卖有限公司)
户 名：宣城市宣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敬亭支行
账 号： 12070101040016918
开户行：中国银行宣城市分行
账 号：1752 1920 4434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鳌峰支行
账号：34001756108059598888
开户行：徽商银行宣城梅园路支行
账号：520985398641000002
监督电话：0563-2020577
特此公告

宣城市宣州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9日

地块编号

宣区〔2021〕47号地块

地块位置

狸桥镇

出让面积（㎡）

15941

产业类型

塑料制品业

土地用途
及出让年限

工业用地50年

规划设计条件及要求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15%

投资强度
（万元/亩）

≥150

行政办公及生活设施
用地所占比例

≤7％

亩均税收
(万元/亩)

≥10

单位能耗增加值
(万元/吨标煤

6.2

单位增加值污染物
排放(吨/万元)

符合环保标准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34

起始价
(万元)

268

建议增
价幅度
(万元)

2

备注

标准地出让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缴齐出让金

地块编号

宣区〔2021〕48号地块

宣区〔2021〕49号地块

地块位置

洪林镇

文昌镇

出让面积（㎡）

26863

1123

产业类型

通用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土地用途及出让年限

工业用地50年

工业用地截止日期2065年8月21日

规划设计条件及要求

容积率

≥1.0

≥1.0

建筑密度

≥40%

≥40%

绿地率

≤15%

≤15%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2250

≥2250

行政办公及生活设施用地所占比例

≤7％

≤7％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29

10

起始价
(万元)

457

18.98

建议增价幅度
(万元）

2

2

备注

出让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缴齐出让金

出让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缴齐出让金

宣城市宣州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宣区自然资规告字〔2021〕24号

本报讯 近期以来，市农业农村
局深入开展“学两湖、提标杆，强信
心、促跨越”活动，迅速组织学习，积
极开展研讨，组织干部先后赴芜湖、
湖州学习考察，不断优化工作作风，
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工作信心，以更
高的标准和更新的思维促进全市农
业农村工作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强化学习研讨。第一时间组织
召开市第五次党代会专题学习研讨
会，围绕市第五次党代会精神中明确
的今后五年主要目标任务，分别从专

业化干部队伍建设和工作作风建设、
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农业现代化发展
等方面深入开展研讨交流。

开展学习考察。该局班子成员、
局属单位和部分科室负责人先后到
芜湖、湖州学习考察。考察团一行先
后参观考察了芜湖湾沚区红杨山汽
车休闲运动小镇、湾沚镇桃园村、南
陵县大浦乡村世界，湖州市长兴县湖
羊智慧循环产业园、长兴县水口乡顾
渚村、吴兴区织里镇义皋村及伍浦
村、八里店镇欣缘稻渔共生示范基地

等，学习“两湖”地区美丽乡村建设、
村集体经济发展、乡村产业发展等工
作先进做法和宝贵经验。

及时总结提升。组织召开“学两
湖、提标杆，强信心、促跨越”干部作风建
设工作研讨会，围绕如何坚决贯彻落实
上级工作部署安排、进一步转变工作作
风、提高工作效率和水平进行了讨论，围
绕“学两湖、提标杆，强信心、促跨越”专
题考察学习成果，结合该单位实际，就贯
彻落实党代会精神，提升办事水平进行
了交流。 （程启清 宣传莹 薛佑平）

市农业农村局深入开展“学两湖、提标杆，强信心、促跨越”活动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
中奖注数

20
694
2916

131648
1934360
8827282

安徽
中奖注数

0
9
38

2746
59649
317361

每注
金额（元）
6366303
49218
3000
200
10
5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01051016 262733

“双色球”玩法（第2021140期）

全国投注总额：479975520元，安徽投注总额：17917896元。奖池
奖金：1066087178元。

中奖号码： 9 3 5

奖等

单选
组三
组六

中奖
注数
432

0

1429

每注金额
（元)
1040

346

173

各等奖奖金
总额（元)
449280

0

247217

本期投注总额：2197886元，奖池奖金：1753091元。

“3D”玩法（第2021327期）

“双色球”2021年中大奖累计（截止2021140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454
24083

安徽中奖注数

48
924

下期奖池（元)：1066087178；双色球奖池过
亿，2元可中1000万!

0205061215中奖号码

“乐透型15选5”玩法（第2021327期）

奖等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
注数

0
317
4985

安徽中奖
注数

0
15
956

每注金额
（元）

0
593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564254元，安徽投注总额：102444
元。奖池奖金：72518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