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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2246880元，
奖池奖金：2000000元。

“3D”玩法
（第20213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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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2021年
中大奖累计（截止20211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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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元)：1066087178；双色球
奖池过亿，2元可中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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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6+1”玩法（第2021141期）

全国投注总额：545100元，安徽投注总额：
50776元。奖池奖金：92027083元。

基本号码
05

特别号码：07
12 17 18 19 27 29

全国投注总额：5273536元，
安徽投注总额：198512元。

“七乐彩”玩法（第20211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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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市投注总额：578188元，安徽投注总
额：107960元。奖池奖金：765011元。

市城建集团做实监督职责筑牢廉洁“防火墙”
本报讯 近年来，市城建集团多

举措加强集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规范督导检查工作，做实做细监
督职责，进一步提升监督质效。

强化制度设计，健全工作机制。
市城建集团建立健全纪检、监察组织
机构，并成立市城建集团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把党风廉政建设纳
入公司发展和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制
度设计方面，今年该集团制定出台《市
城建集团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
单》《市城建集团党风廉政建设制度》
《宣城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层
及以上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
度》等3项新建制度，着力提高制度的
科学性、系统性、权威性，做到用制度
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此

外，集团纪委对集团各部门及子公司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会计及出纳等，按
照“一人一档”的管理制度，建立廉政
档案，并进行动态更新，确保信息准
确，着力提升档案内容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及时性。

落实学习教育，强化思想引领。
思想是行动的指引。今年以来，该集
团组织纪检监察人员通过集中学习、
个人自学等多种方式，强化学习政策
理论、党纪法规，不断提升纪检监察业
务能力，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专
业能力强、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
铁军。另一方面，该集团组织党员干
部认真学习《宣城市党员干部违纪违
法案例选编》等警示教育读本；组织开
展作风建设专题讲座1次；组织全体

党员和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共计80
人，到宣州区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开展
党风廉政教育活动。

强化监督重点，聚焦执纪主责。
市城建集团按照“全覆盖、全方位、立
体式”要求，在集团本部及各子公司开
展廉政(内控)风险排查工作，重点围
绕重大决策、重大事项安排、重要人事
任免、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事项，在立
项、投资、融资、采购、营销、财务、人
事、资金使用、项目招投标、工程管理
等方面容易产生腐败问题上查找风险
点。其中，集团本部共排查出潜在廉
政(内控)风险点17个，梳理相关制度
43条，拟定工作流程图23个，有效构
建了集团及各子公司廉洁“防火墙”。

（何玥）

广德讯 连日来，广德市
市场监管局积极推进特种设
备全覆盖检查，以执法检查与
企业自查相结合的方式有效
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抓实抓细
安全生产防范工作，全力营造
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该局建立各区域特种设
备使用单位台账，明确制定各
区域全年全覆盖检查的计划，
对780家使用单位的检验情
况、管理制度情况、人员资质

情况等方面进行现场检查，截
至目前检查覆盖率达90%，
共消除安全隐患231个。另
一方面，发放《企业落实特种
设备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自查
表》，要求各单位对照《自查
表》找问题、补短板，及时消除
各类隐患。在日常检查中，结
合各类安全事故案例对使用
单位进行警示教育，进一步压
紧压实使用单位的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杨仕明 陈鹏）

本报讯 近年来，面对不断增长
的5G建设需求，市铁塔公司坚持行
业协同，整合社会资源，提高综合利
用率，从单站建设向跨行业共享转
变，低成本、高效率推进 5G基站的
布局建设。

作为5G建设的主力军，截至今年
11月，市铁塔公司已承接运营商5G
需求 1109 个，已完成交付 997 个，

1-11月累积投资893万元。该公司
充分结合存量资源，采用融合共享的
方式进行5G部署，目前，累计建设5G
基站1875个，其中99.8%是利用存量
站址资源改造实现。

市铁塔公司始终以共享为引
领，坚持“能共享不新建，能共建不
独建”的原则，节约了大量社会资
源，实现行业降本、政府增效、民生

受益。在不断加大 5G网络建设的
同时，充分发挥铁塔“点多面广、站
高望远”的资源优势，通过“铁塔+
5G+AI”为我市渔业监控、森林防
火、秸秆焚烧、黑烟车治理、蓝天卫
士等提供高点监控服务，变“通信
塔”为“数字塔”赋能数字经济，提
高城市治理水平。

（汤青红 江志强）

广德市场监管局推进
特种设备全覆盖检查

绩溪讯 为深入贯彻落
实河长制，营造全社会爱河护
河的良好氛围，日前，市司法
局联合绩溪县司法局开展保
护扬之河法治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开展了
河道垃圾清理集中整治专项
行动，并通过悬挂横幅、派发
宣传资料等方式，让广大群众
了解水污染治理的重要性，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意识，积极投入到保护
水源、保护生态环境行动中，
努力助推实现“河畅、水清、岸
绿、鱼跃、景美”的目标。工作
人员还借“宪法宣传周”契机
走村入户，当好法律法规“宣
传员”，为村民们送上《宪法》
《民法典》以及与河道生态保
护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
资料，为河长制工作推行营造
良好的法治氛围。 （绩司）

绩溪县开展
河长制法治宣传活动

泾县讯 日前，泾县桃花
潭镇综治中心前往苏岭村、鸿
峨村、包村村开展防范电信诈
骗的宣传工作。

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一
方面通过巡回广播播放防诈
骗知识音频、发放宣传资料等
方式，向当地群众宣传了防范
电信诈骗的知识、讲解了常见
的诈骗手段。另一方面，宣传

人员通过真实案件进行分析，
让群众更直观深入了解防范
电信诈骗知识。通过多种方
式的宣传，为群众普及了反电
信诈骗知识。下一步，桃花潭
镇将继续开展防电信诈骗宣
传筑牢反诈安全网，进一步增
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营造
出人人参与反电信网络诈骗
的浓厚氛围。 （黄礼超）

桃花潭镇开展
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宣城铁塔加快5G网络建设赋能数字宣城

飞鲤镇开展“四送
一服”入企走访行动

郎溪讯 为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了解企业需
求，日前，郎溪县飞鲤镇四送一服办到辖区内企业
开展走访行动。

此次共走访了3家企业，期间，该镇四送一服
办向企业宣传招工等相关信息和政策，并对企业
在经营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政策指导，有效提
升了企业对惠企税收政策的知晓度。接下来，飞
鲤镇将继续为企业做好政策宣传和服务工作，帮
助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用实际行动助力该
镇企业高质量发展。 （杨青）

向阳街道扎实做好
农村改厕工作

宣州讯 今年以来，宣州区向阳街道积极推
进“厕所革命”，全面实施农村非卫生厕所改造，不
断增强群众卫生健康水平。

向阳街道组织临近群众参观已改造户样板，分享
厕改后的成果，形成思想共识，达到“以点带面、示范引
领”的积极效果。施工过程中，由各村（社区）统一招
标、统一核价，“两委”干部入户实地监督，严把“质量
关”，严防出现偷工减料、建设不达标等问题。同时，将
农村改厕工作纳入街道纪工委监管范围，实行年度重
点工作绩效考评，严格兑现责任奖惩。目前，2021年
度该街道共计625座改厕任务基本完成。 （路增洪）

日前，广德市柏垫镇组织开展义诊活动，该镇卫生
院工作人员来到凤桥社区，为居民进行了血压、血糖等常
规检查，并讲解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知识和注意事项，
提醒居民养成健康习惯，提高身体素质。 柏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