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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社区这位
“园艺师”的风采
星报讯（张洁 记者 沈娟娟）“这棵

‘油’，其实是蚜虫及蚧壳虫等一些叶面

树长在这太烦心了。”合肥市包河区骆岗

虫的分泌物，由于这些分泌物含有糖分，

街道包河花园 D 区 8 栋的居民徐老师最

所以感觉很黏，但对人体无害。现在我

近有一件烦心事，在她家的车位旁有一

修剪好了，以后也不会有分泌物滴到车

星报讯（范良玉 记者 马冰璐） 随着人们

棵树，春夏季节会往下“滴油”，车辆停

位和晾晒区了。”刘咸林顺便给在场的居

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养宠物狗的家庭越来

在这只需要一晚，车身上便全是“油”，

民科普了栾树的相关知识。

越多，随之而来的犬声扰民、随地大小便等问

还黏糊糊的，特别难清理。

依法文明养犬 共建文明合肥

入党 19 年的刘咸林始终牢记作为

题也日益显现。为进一步规范居民依法养

包河花园企退党支部书记刘炳慧了

一 名 党 员 要“ 离 岗 不 离 党 ，退 休 不 褪

犬、文明养犬，营造整洁有序、安全和谐的城

解到这件事后，便去往退休党员刘咸林

色”。在他的家中，摆放着“合肥市郊区

市环境，6 月 20 日上午，合肥市包河区淝河镇

的家中。刘咸林退休前从事了几十年的

致富带头人”
“ 骆岗街道‘五星级党员’”

派出所联合淝河镇城管办、老官塘城管办在

园林绿化工作。得知来意的刘咸林二话

等十几本荣誉证书。

淝河佳苑小区开展“依法文明养犬 共建文明

不说，拿上自己的修枝剪便出门了。

在社区每年3月5日学雷锋、
七一便民

合肥”集中宣传活动。

“咔嚓咔嚓……”剪刀娴熟地在枝干

服务志愿者招募时，
刘咸林都是第一个主

活动现场摆放了文明养犬宣传台，执法

间飞舞，不一会枝干就被修剪整齐。
“我

动报名，他说：
“作为一名党员，为群众服

队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口头宣传等形式向

不仅要把树枝树干修剪好，还要将树的

务我当然要第一个报名。”刘咸林作为一

居民讲解文明养犬的注意事项，并告知养犬

造型修剪得好看。”说罢刘咸林又爬上梯

名退休老党员一直走在为群众办实事、办

人责任、公共场所遛犬的规则等相关规定，引

子继续修剪树的造型。

好事、
解难事的路上，
用自己的余热和实际

导居民自觉遵守养犬各项规定。派出所警员

行动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给大家展示了如何正确牵狗绳、给狗狗佩戴

“ 这棵树叫做栾树，所谓滴下来的

嘴套。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手册 200 余份、
牵引绳 30 余条。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居民
对科学养犬、文明养犬重要性的认识。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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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餐饮

淝河镇城管执法中队将结合日常巡查，对不

业经营行为，改善大气环

文明养犬行为进行查处。在此，城管部门提

境质量，6 月 21 日 上 午 ，

醒大家，出门遛狗要拴绳，及时清理爱犬排泄

合肥高新区城管局联合

物，定期给狗免疫打针。

天乐社区服务中心对辖
区范围内的餐饮经营
户 、露 天 餐 饮 摊 点 油 烟
污染等问题进行全面清
理排查，形成工作台账，
目前，已全面排查餐饮经
营户 586 户。
■ 孙雅 记者 马冰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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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星报讯（邵金梅 记者 赵汗青） 近日，肥
东县财政局合肥循环园财政分局会同园区纪
监工委、办公室制定了《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实施办法》。
《办法》从三大方面制定“厉行节约反对

爱心助力送轮椅

真情关怀暖民心

星报讯（朱玉琢 记者 马冰璐） 为了

在家中，无法参加其他活动，生活不能自

切实做好特殊群体帮扶工作，让弱势群

理，日常生活非常单一。瓦屋村工作人

体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6 月 22 日，合

员了解情况后，积极为老人申请了轮椅，

肥市蜀山区南岗镇瓦屋村新时代文明实

并联合志愿者将崭新的轮椅送到老人的

践站联合妇联开展“爱心助力送轮椅 真

家中，为她安装好，并调节好高度和舒适

情关怀暖民心”志愿服务活动。

度。
“太感谢党和政府了，这下方便多了，

为了给弱势群体提供良好的服务，
瓦
屋村工作人员经常入户进行调查，
掌握第
一手资料，
把辖区残疾人家庭及残疾个体、

有了这辆轮椅，我就可以带着她出门活
动了。”家属非常激动地说。
此次活动有效地解决了群众出行困

大病的弱势群体、高龄老人及独居老人群

难、
行动不便等实际问题，
也让弱势群体真

体等登记造册，
并进行分类，
针对各自的不

真切切享受到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
感受

同诉求
“对症下药”
，
提供优质的服务。

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同时增强了他们的

家 住 惠 园 的 孙 奶 奶 已 经八十多岁

浪费”的具体措施，大力压缩办公费、
“ 三公”
经费、差旅费、委托业务费等公务经费。
《办法》要求，
切实转变机关作风，
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
从思想上增强崇尚节约、
杜绝浪
费意识，
从行动上弘扬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优
良作风，
从源头和过程上控制浪费行为的发生，
降低公务成本，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既要勒紧裤腰带，精打细算，又要优化支
出结构，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提高财政资源
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严把支出关口，做到
“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确保每一笔钱都
用在刀刃上、紧要处。

生活自理能力，
提高了生活质量，
走出家门，

了，
腿脚不便给老人的生活和出行带来了

更加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
营造了理解、
关

极大的不方便，平时她多半时间只能待

心、
尊重和帮助特殊群体的良好社会氛围。

宣讲防溺水知识 提高安全意识
星报讯（李静 周婷婷 记者 沈娟娟）

己去营救，
而是向身边的大人求救。

炎热的夏季，下水玩耍是一件非常愉快

最后，老师向孩子们强调安全急救

的事情，但正因如此，夏季也是溺水事故

知识，告诫孩子们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

高发时期。为保障孩子们暑假安全快

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

乐，提高防溺水意识，6 月 21 日，合肥市

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及

蜀山区稻香村街道平安建设部、金寨南

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

安全头盔可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缓

路社区、安欣幼儿园联合开展了以“不要

少年儿童不擅自下水施救，学会基本的

冲、减震的保护作用，防止一定程度的头部受

让珍贵的水带走你宝贵的生命”为主题

自护、自救方法。

伤，
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为

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讲座结束后，老师通过现场提问的

安全出行 幸“盔”有你

保障职工权益，树牢职工骑车安全意识、法治

活动伊始，
老师通过播放安全防溺水

方式帮助孩子们巩固防溺水相关知识，

意识、文明意识，
近日，
合肥市大杨镇水库村工

宣传片，让孩子们了解什么是溺水、生活

让孩子们充分认识到预防溺水的重要性，

会联合会联合村综治、水库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哪些地方会造成溺水事件的发生，
孩子

了解自防自救知识，
在孩子的潜意识中构

站开展“安全出行，幸‘盔’有你”主题活动，现

们争先恐后地回答老师的问题，
老师告诉

筑一道坚实的防线。使在场的学生切实

场为骑行上班的职工发放安全头盔，
提醒职工

孩子们发现有人溺水的正确做法，
不是自

提高了安全意识。

遵守交通法规，
安全文明出行。

■ 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