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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
星报讯（张瑶 仲名山 孙雨静 记者

言等网络安全知识。

沈娟娟） 为让公众了解、感知、感受身边

现场党团员志愿者们向路过市民详

的网络安全潜在风险，
增强全民网络安全

细解读宣传，
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网络安全

意识，
增进市民对网络安全的参与和重视，

防范意识，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杜绝

共同维护网络安全，
切实增强网民的网络

网络有害信息传播，
打击各种网络违法犯

安全意识，
营造健康文明、
安全和谐的网络

罪行为，共建清朗网络空间，路过的居民

环境，
10 月 12 日，
合肥市蜀山区三里庵街

表示：
“ 这样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非常不

道杏林社区联合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合

错，
让我们更加认识了解网络安全知识。
”

肥分公司在三里庵国购广场举行 2021 年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现场活动。

此次活动共摆放宣传展板 4 个，发
放宣传资料 200 余份，解答群众咨询 80

活动通过悬挂主题横幅、摆放宣传

余人次。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取得了良

展台、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宣传视频、解

好的效果。大家纷纷表示，要为营造安

答群众疑问等方式，向群众宣传网络信

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作出自己的努

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如何预防通讯网

力，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积极抵制有害

络诈骗、辨别网络虚假信息、抵制网络谣

网络信息，依法文明上网。

大通路小学组织开展义务劳动
义务劳动开始后，各校区党员教师
带着工具来到校园内外的卫生死角处，
按照分配的任务区域开始劳动。他们有
的在弯腰捡拾绿化带深处的垃圾，有的
在清扫校园角落的枯枝败叶，有的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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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篓来来回回装载垃圾，大家干劲十足，
团结协作，脏活累活抢着干，每个人都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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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在劳动的快乐中。学生进校通道、操
场、花坛、橱窗等地都留下了党员教师辛
劳的身影，很快大家都保质保量的完成
了劳动任务。
此次党员义务劳动活动，不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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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张鹏程 任冠男 记者 王珊珊）

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同时也提

为营造文明和谐、干净整洁的育人环境，

高 了 大 家 的 劳 动 意 识 ，培 养 了 劳 动 精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10 月 9 日下午，
合肥

神。活动结束后，党员老师们纷纷表示

市大通路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组织各校

自己能为学校文明校园创建尽一份力感

区党员教师开展了主题为“投身义务劳

到自豪，今后将积极发挥党员模范带头

动，
创建文明校园”
的卫生大清洁活动。

作用，为建设美丽校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南岗镇网络安全周宣传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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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街社区开展
文明交通劝导服务活动
星报讯（吴炜 仲名山 孙雨静 记者 沈娟娟）
为深入推进合肥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倡导
居民养成文明安全出行习惯，营造和谐文明
的交通坏境，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近日，合肥市三里庵街
道二里街社区党员志愿者在社区辖区内水湖
路口等地，开展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活动。
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党员志愿者身穿红
马甲，按照划区分片定岗的要求，协助民警对
行人随意横穿马路、闯红灯等不文明行为进
行劝阻，引导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宣传文明交
通理念。志愿者还积极为市民引路、帮助老
弱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安全过马路，为广大交
通参与者保驾护航。
同时，志愿者对在路边胡乱停放机动车
的车主进行劝导，对有困难的行人提供热情
的帮助，为他们排忧解难。志愿者们用一张
张笑脸，一个个手势，一句句温馨提示来维持
道路交通秩序，传递着文明出行的理念。
此次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活动旨在促
使社区居民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
做起，自觉养成文明出行、遵守交通法规的良
好习惯，进一步培养居民的文明交通意识。
下一步，二里街社区将持续深入开展文明交
通、文明服务、环境整治等多种形式的志愿服
务活动，提高市民对志愿服务活动的认同和
支持，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快乐重阳 与爱同行
星报讯（胡秋怡 牛红磊 记者 祁琳） 为
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丰富老年人文化

性，南岗小学还组织了手抄报比赛、主题

生活，10 月 12 日，合肥瑶海区三里街街道开

为增强广大青少年的网络安全意识，
掌握

黑板报制作，
通过多样的形式让广大师生

展了系列重阳节敬老活动，营造了“尊敬老

基本防护技能，
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参与到网络安全的宣传中。
“ 作为一名学

人、关心老人、老有所乐”的良好氛围。

10 月 11 日，合肥市蜀山区南岗镇联合辖

生，我们要用网页浏览对学习有用的信

据悉，12 日上午，瑶海区民政局、三里街

区派出所走进南岗小学，将网络安全知

息，
不能沉迷于网络，
要做到健康上网、文

街道、蜀山区阳光公益联合九久夕阳红组织

识带进学校、带入课堂。

明上网。”南岗小学学生王嘉倩说道。

开展“快乐重阳 与爱同行”游园活动，在社区

当天下午，在观看完安全上网专题

当天，
南岗镇团委、妇联、关工委等部

工作人员的组织下，老人们乘车到合肥植物

片之后，井岗派出所的民警用通俗易懂

门的工作人员还向同学们派发了网络安

园游玩，到安徽好人馆进行参观，同时三里街

的语言为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网络安

全宣传折页和主题书签。
“ 我们希望通过

街道社工站、退役军人服务站联合阳光公益

全教育主题班会课。一件件深刻的案例

这样的活动，
让孩子树立正确的上网观念，

开展“看红色电影 忆峥嵘岁月”重阳节电影

分析、一句句灵魂式发问，引起了同学们

维护好校园网络安全，
保护好个人信息。
”

周活动，将组织老人观看《八佰》
《建国大业》

的热烈讨论，
让同学们认识到网络两面性

南岗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南岗镇

等红色电影。此次活动，为老年人的生活增

的同时，也普及了网络安全知识。据悉，

将网络安全宣传进小区、
进企业，
进一步引

添文化气息，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为了让青少年充分了解网络安全的重要

导辖区居民和员工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免费体检进社区 关爱老人暖人心

开展小额信贷 助力乡村振兴

星报讯（宁如 记者 沈娟娟） 10 月

场秩序，
做好现场疫情防疫工作，
积极引导

星报讯（陶维阳 记者 赵汗青） 合肥市

11 日 ，合 肥 市 骆 岗 街 道 骆 岗 社 区 开 展

老人领取体检顺序号码，
有序进行各项体检

长丰县陶楼镇扎实开展小额信贷工作，确保

“免费体检进社区 关爱老人暖人心”志

项目，
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回家等服务。

做到小额信贷政策宣传到位、资金发放到位、

愿活动，为辖区 60 岁及 60 岁以上老人
提供免费体检服务。

考虑到现场疫情防疫工作和体检后

风险管控到位。

居民不方便就餐，此次活动持续两天，即

今年以来，
该镇 12 个村居共摸排出符合贷

在重阳节即将来临之际，
骆岗社区特邀

11 日和 12 日。骆岗社区还细心地为体

款条件且有贷款意愿的脱贫户 100 户、边缘易

骆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来到

检好的老人每人提供一份免费爱心早

致贫户 1 户，经农户申请、评级授信，截至目前

社区，
在居民家门口给辖区60岁及60岁以

餐，全程做好现场服务工作。

共对 101 户发放小额信贷资金 428 万元，有效

上高龄老人进行免费体检，
方便老人了解

此次活动一方面使辖区老人感受到

解决了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产业发展资金瓶

自身健康状况，
加强老年居民健康理念和

政府、街道、社居委对老人们的关爱，让

颈问题，
促进产业规模化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健康意识。同时，
骆岗社区党委携同社区

群众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老年委、关工委、

另一方面方便辖区居民了解自身健康状

控，对已发放的信贷资金实行动态监测，确保

民政、工会、社区城管、计生协、妇联、企退

况，提高生命质量，构建出更加幸福、和

申请的小额信贷资金符合规定用途使用，信

等部门联合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维持现

谐的社会。

贷资金风险可控。

下一步，陶楼镇将加强信贷资金风险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