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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建团百年 共谱青春华章
星报讯（陈霞 记者 马冰璐） 为庆

青年们生活和工作情况，同时就青年关心

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继

的问题：创业奖扶、社保缴纳、就业、医疗

承和弘扬
“五四青年”精神，发挥青年志愿

等方面的问题，张飞也给予了详细 的 政

者队伍在抗击疫情、民生强国方面的突出

策解释。

作用，5 月 10 日上午，合肥市南岗镇新城

张飞说：
“ 这次南岗镇突发的疫情，

肥东县包公镇
普及强化反电诈安全
星报讯（黄燕飞 记者 赵汗青） “张嘴，摆

社区人大工作站组织青年防疫志愿者集

让我们看到了青年的担当和责任，在抗

头，眨眼……”近日，肥东县包公镇镇村党员干

中观看《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击疫情中优秀的先锋力量。我作为人

部在各社区集中核酸检测点维持秩序的间隙，

100 周年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大代表，同时也是一名青年，要肩负起

通过手机帮助来往群众下载、注册安装“国家反

系列讲话，
学习新思想，
争做新青年。

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发挥防疫青年

诈中心 APP”，并设置反电诈宣传展板，让群众

志愿者的先锋模范作用，学习他们敢于

在核酸检测的同时，
普及强化反电诈安全意识。

南岗镇人大代表、社区党委书记王静同十

拼搏，甘于奉献的精神，为社会营造良

党员带动，
吹响反电诈
“集结号”
。组织党员

几名防疫志愿者坐在一起，学习习近平

好的社会风气。
‘ 主动想青年之所想、急

干部以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为契机，
到群众身边发

总书记系列讲话，
回顾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青年之所急’也是人大代表履职的重要

放反诈骗宣传手册，进行反诈防骗知识宣传，将

团成立历程，
交流新时代青年的想法，
了解

表现”。

更多的
“识骗、防骗、拒骗”
等常识送到千家万户，

南岗镇镇人大代表、
镇党委委员张飞，

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
和能力，党员少数带动群众多数，形成大家共同

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
联、工会、关工委、团总支、佰家伴养老
服务中心在包河苑法制广场开展了以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
的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

2022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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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社区民警、合肥义警及社
区工作人员通过应急知识讲解、派发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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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小册、灭火技能培训、悬挂宣传横幅、
LED 屏播放宣传片等方式，向现场群众
宣传了防灾减灾日的产生及意义，介绍
了地震避险、洪涝火灾、交通事故的危害
及突发事件应急小常识等，为社区居民
星报讯（杨卫锋 贺云龙 记者 沈娟

掌中安徽
APP 客户端

提供“防灾减灾”知识普及。

娟 文/图） 2022 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居民们表示受益

14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 月 7 日至 13 日

匪浅，今后将会积极行动，从自身做起，主

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为加强防灾减灾宣

动了解灾害、认识风险、掌握避灾自救技

传，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5 月 9 日，

能，从而推动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

合肥市骆岗派出所联合包河苑社区妇

能的普及推广，
提高了社区综合减灾能力。

反电诈的良好氛围，
筑起反诈骗的铜墙铁壁。
落实责任，种好干部“责任田”。建立由镇
党政班子成员、驻村民警、社区两委干部和村
民组长形成的包保网络，细化责任，明确要求；
同时将反电诈 APP 下载工作纳入社区年终绩
效考核及双月考范围，形成责任具体、环环相
扣的责任链。
突出重点，守好群众“钱袋子”。对在校学
生、中老年人、家庭妇女等易受骗群体，根据不
同类型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学生和家庭妇女
运用分社区、分群体建立微信群，通过微信预防
信息推送、面对面宣传等多种形式，讲解电信诈
骗常见的种类、诈骗手段和诈骗特点，提高反电
诈意识；针对留守老人联合民政办进行面对面
宣传，结合典型案例重点阐述了预防知识，从源
头上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等案件的社会危害。

石塘镇浮槎社区
开展反邪教渗透工作
星报讯（胡蕾 记者 赵汗青） 针对当前反

督查专班盯牢沿街商铺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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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时阳 仲名山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沿街商铺门店一直是合肥市

邪教工作新形势，肥东县石塘镇浮槎社区在镇
综治办、宗教事务办、统战办指导下加强对浮槎
寺和大山庙周边信教群众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宣

佩戴好口罩，每周完成两次核酸检测。”专

传工作，增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识邪、防

班志愿者正在对防疫工作进行指导。

邪、拒邪能力，
努力营造浓厚的反邪教氛围。

三里庵街道龙河路社区除小区以外的一

当天晚上，专班巡查人员开展突击检

大重点防控区域。门店经营范围点多面

查时，发现该店未严格落实进入人员测

省宗教事务条例》和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布袋、

广、人员身份复杂、流动性大，成为防控

温、扫码工作，且个别老师在授课过程中

书籍等实物资料宣扬正确的教理教义，提高防

的一大难题。为确保防控“一店不漏、一

全程未佩戴口罩。拍照取证后，找到现

邪意识，自觉做到遵纪守法、爱国爱教。同时前

人不漏”，龙河路社区设立疫情防控督查

场负责人，并提醒商家严格按规定开展

往各类宗教活动场所，要求其发挥反邪教主阵

专班，对辖区沿街商铺展开“地毯式”检

防疫工作，并于第二天复查。该店负责

地作用，在日常宗教活动中加强纯正信仰的教

查，现场指正发现的疫情防控违规行为。

人表示，会听取意见、认真整改，全力配

育，
使广大信徒自觉增强对邪教的免疫力。

5 月 2 日，辖区一家九拍打击乐申请

合疫情防控工作。

恢复营业，社区当即组织专班志愿者前往

据介绍，疫情防控督查专班对辖区

商铺进行开业指导，发放《辖区部分经营

超市、餐饮、药店等 109 家沿街商铺开展

场所恢复营业明白纸》，督促商户对消费

常态化疫情防控督查，尤其是恢复营业

者防护、场所防护、员工防护层层落实。

的 14 家密闭性场所进行定期巡查和不

“你们每天都要进行工作人员的体温检测
和登记，做好消毒工作，工作人员一定要

通过向宗教团体、宗教场所人员发放《安徽

接下来，浮槎社区将继续加强巡查工作，对
陌生、可疑人员进行主动询问，严防邪教人员进
入散布异端邪说，
确保石塘镇内稳定。

定期突击检查，避免出现整改后反复的
问题。

高王社区积极开展“银铃安康”参保
星报讯（郭春 记者 沈娟娟） 近日，
合

民进一步了解“银龄安康”：50 到 90 周岁

肥市包河区骆岗街道高王社区的王大爷因

之 间 的 中 老 年 人 均 可 参 保 ，每 人 每 年

骑车意外摔倒，
导致双侧膝盖关节损伤，
其

100 元保费，符合条件的意外门诊和住

家人立即联系
“银铃安康”社区专员，为其

院费用可以按照比例报销。

办理了意外保险理赔手续，成功理赔后的

《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5 月 1 日起
正式施行，为推进《条例》的贯彻实施，提高居民

高 王 社 区 为 更 好 地 服 务 群 众 ，将

垃圾分类的法制意识，近日，合肥新站高新区城

“银龄安康”这项惠民保险落到实处，后

管局在东元家园小区沿街商铺开展《条例》入户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人参保惠民保

期工作人员将继续加大宣传，提高“银

宣传活动，向商户派发宣传资料，详细讲解《条

险，高王社区意外保险专员利用电话、微

龄安康”的知晓率和参保率，保障老年

例》相关法律责任，
引导居民自觉落实垃圾分类，

信、QQ 等渠道宣传“银龄安康”，帮助居

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规范分类投放行为。■ 程磊 陈淑敏 记者 沈娟娟

王大爷对这一份
“意外福利”
感到非常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