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一辆车、一部手机，收件、派件……来
去匆匆，风雨无阻，他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
人”，是大家离不开的“快递小哥”。

今年33岁的李秋明，投身快递行业，一干就是
6年，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把千家万户的需求与
商家供应对接起来。看似平淡无奇的工作，他却做
得认真踏实，多次获得了行业内部的表彰。他以永
不懈怠的奋斗精神铸就了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用心用情让快递有温度

早上7点，在宣城顺丰速运营业点，记者见到
了李秋明，他正和同事们一起有条不紊地将属于自
己配送区域的快递包裹分拣、装车。炎热的天气，
汗水沿着李秋明的额头流下，但他依然淡定从容。

“已经习惯了，没觉得很热，今天派送的快件不是很
多，还行吧。”李秋明面带笑容地说。

李秋明成为一名“快递小哥”很偶然。“2016年，
我生了一场病，医生说我不能久坐，必须跑跑跳
跳。我当时就想着快递员天天东奔西走，先干干看
吧。”就这样，李秋明一直干到了现在。

骑上公司配发的电动车，装载着货物，李秋明
开启了一天的“快跑”模式。“小李来了啊。”李秋明
负责的是宣城开发区西部片区的企业送件。每到
一个企业，保安大爷都会和他热情地打招呼。骑上
电动车、拨打电话、送快件……李秋明周而复始地
重复着“标准动作”。

“送快递就是得快，尤其是这些企业的快件，很
多都是发票、证书，都是急需的物品。”李秋明告诉
记者，他和客户都加了微信，有时候遇上急件，他甚
至牺牲休息时间加急送件。

有一回，一个周日的黄昏，一位顾客焦急地给
李秋明打来电话，他要发一封到合肥的快件，里面
装的都是周一上午就要用的发票。“当时收件已经

截止了，第二天寄的话上午肯定到不了。”为了能让
快件准时送达，解决顾客的烦恼，李秋明当天晚上
自驾车辆赶到合肥，终于在周一上午将顾客的快件
准时送达。

苦练技能成为行业“之星”

“做服务行业一定要有主动服务意识，既然客
户相信我，我就不能让大家失望。”李秋明说，他一
直秉持这个理念，没有出现过少送漏送现象。在李
秋明看来，能得到客户的认可和信任最重要的一点
是工作要专业，不仅要保障时效，也要充分保障服
务品质。在日常的工作中，他和多位客户成为了朋
友。最近的高温天气，很多客户都能体谅“快递小
哥”的不容易。“经常在送件的时候，大家给我递来
一根冰棒、一瓶水，这些小事情都让我非常感动。”

虽然天气炎热，但承担着派送“最后一公里”的
任务，李秋明依然不敢松懈，每天兢兢业业地穿梭
在大街小巷中，在工作中，李秋明细心认真，每天收
派件量在100多件，经常成为营业部每个月送件量
的前三名。

更令人称道的是，因为业务上踏实、高效，在
2019年安徽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内部举行的大闸蟹
展销会上，李秋明代表宣城营业部参赛，一分钟内
成功打包了8个大闸蟹，成为了当天打包速度最快
的“小哥”。今年上半年，因为业绩出色，李秋明还
被评为一季度安徽省顺丰销售部“荣耀之星”。

对于以后，李秋明说，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三

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想趁着年轻，多积累经验、
丰富自己，公司也有员工的提升平台，自己以后会
考虑晋升，获得更好的发展。“我热爱现在的工
作，工作也带给我很多快乐，我会在这条路上继续
向前走，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李秋明依旧
面带微笑地说。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打造良好路域环境

本报讯 今年以
来，市公路事业发展
中心持续在公路管养

上下功夫，为文明创建打造良好的路域环境。
专业化路面养护。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养

护提升专项行动，在加强小修保养、完善附属设
施、改善路域环境上取得一定成效。今年以来，
市本级小修挖补路面病害5500平方米，沥青路
面灌缝30000米，清理边沟9750米，更换公路
里程碑7块、百米桩194根、护栏板280米、道
口标注桩295根。

精细化路面保洁。在日常养护管理中，该
局将机械化保洁与人工保洁相结合，重点加强
城市出入口公路的保洁力度，同时，加密巡查频
次，保证路面杂物、抛洒物及时清理。

田园化绿植管养。今年以来已完成公路路
肩绿化修剪90公里、路肩打草180公里、上下边
坡杂树杂木清理360000平方米；同时，在G318
宣十路边沟以外的公路用地范围内继续实施花草
种植工程，让市民切身感受到“车在路上走，人在
画里行”的文明创建成果。（本报记者 谭艺莹）

全域文明创建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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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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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雨伞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夏季极端
降水天气较多，尤其面对狂风暴雨，经常有很多雨
伞损坏报废。废旧破损的雨伞属于什么垃圾呢？

答：雨伞的组成部分较多，伞面、伞骨以及
手柄的材料分别是布料、金属以及塑料，但是因
为雨伞的组成部分过于复杂、回收效率极低，所
以废旧破损的雨伞不能算是可回收物，而应作为
其他垃圾投入对应的垃圾桶内。（未完待续）

系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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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明：收发快乐 跑出激情
■本报记者 余健

近段时间，高温酷暑天气持
续，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但市民仍以各种方式消暑避暑，
或与书为伴，或与水亲密接触，
或利用早晚时间运动不歇，在学
习、健身和休闲娱乐中享受着生
活的乐趣。

本报记者 戴巍 摄

青少年在书店读书青少年在书店读书。。

纳凉避暑各有招

市民戏水市民戏水。。

今年以来，市政协机关专
委会协调科在市政协及机关
党组领导下，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
切实履行科室职能，加强统筹
协调，搭建履职平台，提高服务
意识，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具体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聚焦加强和改进专委会工
作，提升“全员入委”工作质量，
健全“专委会+界别”工作机
制，深化“一委一品”特色工
作。制定委员年度培训计划，
举办“政协讲堂”、委员培训班，
建好用好“敬亭书吧”读书平台。
完善委员履职评价考核机制，激
励委员交出履职高分答卷。

二是立足职能为企优环
境。组织开展“一改两为”专
题民主监督行动，围绕产业人
才政策“宣八条”落实开展专
项监督，向省政协报送《关于
进一步减税降费和助企纾困
的问题和建议》，选取“提高监
管执法和法治保障水平”主
题，开展优化营商环境联动监
督调研，助推营商环境不断优
化。聚焦“制造业提质扩量增
效年”行动，围绕“提升制造业
竞争力”举行资政会。深入开
展“访百企、助招引”工作，走
访委员企业，协调解决难题，
广泛凝聚发展合力，助力“双
招双引”。

三是发挥特色为民办实
事。探索开展“有事好商量，

‘码’上帮你忙”协商议事工
作，以委员履职平台和专属二
维码为载体，引导协商主体和
基层群众通过扫描专属二维
码全过程参与协商议事活动，
积极打造具有宣城特色的“一
改两为”工作品牌。倡导广大

委员承担社会责任，开展爱心
助农行动，购买茶叶、笋干等本
地农产品。深入开展“委员基
层行”活动，定期为基层群众送
文化、送科技、送健康，常态化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发挥界别活动室、委员工
作室平台作用，开展微协商微
监督，助推问题解决、好事办实。

通过半年多来的学习工
作，科室充分发挥协调职能，保
障政协履行职能有力，服务委
员履职尽责有方，工作取得了
较好成效，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是根
本。作为政协机关干部，我们
要牢牢把握政协机关是政治
机关的属性，切实增强“一改
两为五做到”的思想自觉，深
刻领会“一改两为五做到”是
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
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以
更高的站位、更强的自觉，切
实把省、市委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以实际行动服务发展、稳
定大局，以优良作风和一流环
境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是真抓实干是保证。
要切实增强行动自觉，紧扣

“学‘两湖’、提标杆，强信心、
促跨越”要求，做到求真务实，
主动拉高标杆、坚持举一反
三，以实际行动改作风、办实
事、优环境。如在开展“访百
企、助招引”活动中，深入摸排
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
点问题，建立清单化、闭环式抓
落实机制，确保真抓见效。

三是真情为民是关键。
群众利益无小事，要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
履职为民作为政协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树牢宗旨意
识，坚持务实的工作作风，建
好“有事好商量，‘码’上帮你
忙”协商议事平台，乐于善于
倾听群众意见，用真心和真情
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

本报讯 自7月1日开展“嗨游宣城”活动以来，我
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7月1日-31日，全市接待游客
约385.48万人次，同比增长57.29%；全市旅游收入约
35.27亿元，同比增长44.56%。全市所有景区总计免除
门票993万余元，针对长三角地区游客减半金额为125
万余元，补贴金额为10.7万元。

政府主导精准施策。市文旅局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宣城市文旅行业复苏行动——“嗨游宣城”系列活动的
通知》《关于宣城市过夜旅游团队住宿消费补助活动方
案的补充通知》等系列文件，针对全市旅游市场推出

“免、减、惠、补”等系列奖补激励。人民网、新华社、央广
网、安徽日报、宣城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对“嗨游宣城”
活动进行报道，市文旅局也通过“诗意宣城”抖音、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广泛宣传此项活动。

清凉漂流泛起浪花。受炎热天气影响，水上漂流、
水上观光成为游客游玩的主流。广德市笄山竹海景
区入选第一批“安徽避暑旅游休闲目的地”，绩溪县
家朋乡、郎溪县大佛山养心谷景区入选第二批“安徽
避暑旅游休闲目的地”。“嗨游宣城”活动开展以来，

宣城多地推出系列清凉漂流路线，泾县月亮湾、宁国
真也天境、广德好望角欢乐水世界等网红打卡点备受
游客欢迎。

乡村旅游备受青睐。我市景区景点主要分布在乡
村，乡村旅游发展资源充足。泾县马头村马头老街、宁
国市西村摄影艺术乡村等8个示范点入选全省“百佳乡
村旅游示范点”。绩溪县上庄镇上庄村、泾县桃花潭镇
龙潭村、宁国市云梯畲族乡千秋村、旌德县蔡家桥镇高
溪村、广德市卢村乡笄山村5村成功入选省“特色美食
村”。“挑战川藏线 畅游大皖南”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

夜间经济如火如荼。“嗨游宣城”期间，宣州区水东
镇举办了“皖美消费·夜嗨古镇”活动，活动分为“游”·漫
步艺术乡村、“逛”·邂逅非遗文化、“品”·悦享宣州味道、

“赏”·沉浸古镇夜色四个部分，推出地方代表美食20
种，改扩建百年老店3家，拉动文旅消费700万元以
上。活动当天接待游客2.25万人，参与商户162家，后
备箱及地摊主约260余家，发放惠民消费券10万元，拉
动文旅消费约280万元。 （李静远）

我市实施“免减惠补”激励文旅市场复苏

凝心聚力促发展 倾情履职为民生
■市政协机关专委会协调科科长 诸磊

市太极拳协会开展中元节
文明祭祀劝导志愿活动

本报讯 8月12日，市太极拳协会一行15
人来到宣州区鳌峰街道锦城社区，与社区工作
人员一同开展中元节文明祭祀规劝督导志愿服
务活动，倡导人人参与文明新风尚。

夜幕降临，志愿者分散在各个交通路口、小
区路口，向居民宣传文明祭祀的相关知识，提醒
居民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大力倡导鲜花祭祀、网
络祭祀、家庭追思等文明风尚，营造文明祭祀的
社会新风。活动的开展，推广宣传了低碳文明
的祭奠方式，鼓励广大居民做告别陋习的先行
者、文明祭祀的带头人，为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夯实了群众基础。 （王传福）

2022年大学生在宣
社会实践工作总结会举行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大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建设，总结经验，表彰先进，8月12日上午，
我市举行“实践青春 扬帆宣城”2022年大学
生在宣社会实践工作总结会。市委组织部、市
人社局、团市委、宣城经开区、宣城现代服务业
产业园分管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组织部、
团县（市、区）委有关负责同志和受表彰的社会
实践团队、个人代表等参加会议。

今年以来，我市在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中
做出了诸多探索，建立工作联动协调、服务保障
等机制，上线“实践青春 扬帆宣城”大学生社
会实践网络平台，策划开展“实践在宣 才聚名
城”大学生社会实践主题系列活动，打造13条精
品研学路线，开发社会实践岗位14294个，857
所高校1.2万名大学生来宣开展社会实践。

会上播放了“实践青春 扬帆宣城”大学
生社会实践主题宣传片、原创优秀短视频，并
对优秀团队、优秀个人、优秀组织、优秀报告、
优秀宣传视频进行了通报表扬、颁发证书。

（本报记者 沈彦）

丁家桥镇加快农村公益事业
财政奖补项目开工建设

泾县讯 日前，泾县丁家桥镇早谋划、早安
排，以打造群众满意工程为目标，促进农村公益
事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该镇2022年申报村级农村公益事业
财政奖补项目两个，为后山村亮化项目和小岭村
道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内容涉及道路拓宽改
造、太阳能路灯安装，项目总投资45.2万元，受
益人口达2000余人。截至8月8日，两个项目
均已完成30%。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该镇财政所安排专人负
责项目建设，从村集体决策立项，到设计、招投
标，均按照程序严格落实，全程监督项目施工过
程，定期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并将项目实施进
度及时录入农村公益事业监管平台，实现对农村
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全过程动态监管。（曹雅娟）

（上接第一版）李培生、胡晓
春在黄山风景区分别从事环
卫保洁和迎客松守护工作，
2012年和2021年先后入选
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近

日，李培生、胡晓春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工作情况
和心得体会，表达了为守护
美丽黄山、建设美丽中国贡
献力量的决心。

（上接第一版）
市场周边也有了明显的

变化。市场外设有显著的非
机动车停放标识，由工作人
员引导市民有序停放非机动
车辆，工作人员定时对环境
做好清洁消杀，在菜市场内
随时巡视，并用小喇叭提醒
居民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
护。据了解，后期市场还将
增设非机动车充电桩，进一
步方便前来采购的居民。

“我们还将从硬件设施、
卫生环境、秩序管理三个方面
改善优化菜市场的环境，不断
推进菜市场服务便利化、智慧
化、人性化、特色化、规范化进

程，让老百姓的‘菜篮子’拎得
更舒心更放心。”万盛菜市场
总经理张大斌说。

万盛农贸市场改变是郎溪
县打造放心菜市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该县结合县域商业
体系试点县建设，制定方案，明
确举措，指导各镇（街道）对全
县现有菜市进行改造提升。

下一步，该县将菜市整治
和改造提升与城市更新（老旧
小区改造）、一刻钟便民生活
服务圈、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
机结合，在用电用水用气等方
面给予政策倾斜，同时，积极
落实属地责任和主体责任，不
断强化菜市日常监督。

聚焦期盼 办好实事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
0
0
4
24
554

13650

安徽中奖注数
0
0
0
4
33
1240

每注金额（元）
0
0

10000
500
50
5

基本号码 2 6 4 1 5 5 生肖号码牛“东方6+1”玩法（第2022092期）

全国投注总额：629160元，安徽投注总额：49094元。奖池奖金：105217328元。

02051114172425特别号码：06基本号码“七乐彩”玩法（第2022092期）

全国投注总额：4785502元，安徽投注总额：198252元。奖池奖金：0元。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4
13
187
648
5141
10125
57524

安徽中奖注数
1
0
9
21
194
470
2185

每注金额（元）
274640
12072
1678
200
50
10
5

中奖号码：1 4 6“3D”玩法（第2022215期）

奖等
单选
组三
组六

中奖注数
500
0

2149

每注金额（元)
1040
346
173

各奖等奖金总额（元）
520000

0
371777

本期投注总额：2266380元，奖池奖金：1475186元。

“双色球”2022年中大奖累计（截止2022092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786
12688

安徽中奖注数
26
540

下期奖池（元)：1927997908，双色球奖池过亿，2元可中1000万!

0203101215中奖号码“乐透型15选5”玩法（第2022215期）

奖等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注数
0
50

3981

安徽中奖注数
0
8
601

每注金额（元）
0

4791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670294元，安徽投注总额：115480元。奖池奖金：2181441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