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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郎溪

公告

郎溪讯 1月11日上午，

新发镇乡村新风堂集中揭牌

仪式在新发村新风堂广场举

行，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

长杨娟出席仪式并为新风堂

揭牌，县直有关单位负责人

及新发镇党政领导班子参加

仪式。

会议指出，新发镇将以此

次新风堂集中揭牌为契机，

持续发力、砥砺前行，不断推

进全镇文明创建水平再上新

台阶，为郎溪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贡献新发力量。

近年来，我县始终把移风

易俗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新发镇新发村

新风堂作为新发镇文明创建

工作的重要载体，借助新风

堂大力弘扬移风易俗文明乡

风，将其变成乡村振兴“加油

站”、文化精品“展示厅”，助

推其在推进红白喜事简办、

村集体经济发展、文化建设

等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

乡村振兴注入文明的力量。

（新发镇）

郎溪讯 新年第一天，建平司法所以“八五”普法宣传年、矛盾纠

纷化解年、信访疑难纠纷攻坚年和“党建+三治”建设年为目标布局

谋篇。

一是深挖地方特色，在创新上下功夫。今年是郎溪县“八五”普

法宣传年，依托“农民夜校”，司法所将从深度服务、深化理念等维度

出发，创新打造好“农民法治夜校”招牌，同时丰富“315”品牌村的法

治内涵，创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还将尝试在信访积案化解中

引入心理疏导，促进辖区老案难案妥善化解。

二是在夯实基层基础建设上下功夫。建平司法所今年将继续开

展“创建司法所三年提升工程”，多元化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开展“党

建+三治”建设年活动，邀请“五老”志愿者参与民间矛盾化解。组织

辖区各村、社区内部交流会，促进各社区对标找差，传播先进做法，提

升基础建设水平。

三是服务群众需求，在保障民生上下功夫。建平司法所将结合

信访疑难纠纷攻坚年，集中领域、集中时间点组织多轮次排查，确保

快速、就地解决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纠纷。组织全所、辖区工作人员和

调解干部学习拆迁政策，为集镇改造做好法律服务。以为群众提供

更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为总目标，统筹推进各项业务，努力提高群众

对司法行政工作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黄开军）

郎溪讯 1月11日上午，

宣酒集团、新华村镇银行一行

到建平镇西郊村走访慰问老党

员，为他们送上集团的关怀和

温暖，并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他们一行先后前往老党

员家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亲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状

况、生活状况和家庭情况，为

他们送上慰问物资，并对老

党员致以新春的问候。

通过对老党员的走访慰

问，充分体现了对老党员的

关心和爱护，进一步增强了

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充分发挥了服务群众、凝聚

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老

党员们对村委会和企业的关

心关怀表示衷心的感谢，并

衷心祝愿未来发展越来越

好。 （西郊村）

郎溪讯 2021年以来，我县家庭教育协会本着“凝心聚力，为爱

出发”的宗旨，深入学校、社区、乡镇等多方位进行家庭教育宣传，开

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家教活动，持续做好“家”字文章，以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该协会走进社区、学校、乡镇、企业，开展了《陪伴的力量》、《爱的

表达》、《会爱才是真爱》、《原生家庭》、《家庭中的五种沟通模式对关

系的影响》、《提升孩子专注力》、《做智慧父母，成就孩子出彩人生》、

《寻找生命中的意义》、《悦读伴成长，书香润郎川》、《幸福家庭与亲子

关系》、《培三商、助三立、育新人》、《妈妈的情绪管理与自我成长》、

《爱的五种语言》等主题不同的家庭教育公益讲座30余场，从原生家

庭到两性沟通，从孩子的习惯培养到青春期孩子的心理解读，协会通

过讲座形式传播了大量的心理学、教育学、家庭教育思想等相关知

识，让许多家庭受益，让许多家长认识到科学家教的重要性。在不同

的社区乡镇开展了儿童团辅活动25场，独创了融合情绪管理、自我

认知、人际关系和职业规划等多主题的儿童团辅课程，已开设《认识

自我》、《情绪认知与管理》、《人际沟通与表达》、《学习潜能开发》、

《生命教育》、《亲子感恩教育》、《专注力》、《领导力才能训练》等8个

主题。 （宗禾）

依法服兵役和进行兵

役登记是每名适龄公民应

尽 的 光 荣 义 务 和 神 圣 职

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兵役法》和《征兵工作条例》

相关规定，现将郎溪县2022

年兵役登记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登记对象

（1）2022 年 12 月 31 日

前，常住户口在郎溪县，以

及在本辖区内普通高校、高

中（含中专、职高、技校）就

读的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

均应参加兵役登记。

（2）未超过 24周岁（截

止2022年 12月 31日前）男

性公民没有参加兵役登记

的，均应进行补登。

（3）进行兵役登记时可

同时申请 2022 年义务兵应

征报名，如今年无参军入伍

意向，兵役登记时可选择

“只进行兵役登记，申请

2022年度缓征”。

（4）往年已参加兵役登

记的，可登录全国征兵网对

个人登记信息进行核验并

申请今年应征报名。

二、登记时间

2022 年 1 月 1 日 至

2022年6月30日。

三、登记流程

（1）符合兵役登记条

件的适龄公民，登录全国

征 兵 网（ 网 址 http：//

www.gfbzb.gov.cn），点击

“兵役登记（男兵）”，按要

求如实填写个人姓名、身

份证号、家庭住址、参军意

向等基本信息（牢记用户

名及密码）。

（2）打印表格。信息填

写完整后，打印或下载《男

性公民兵役登记表》。

（3）现场确认。青年本

人持《男性公民兵役登记

表》、身份证到镇武装部现

场确认。本人因特殊原因

不能亲自前往的，可以书面

委托亲属或者所在单位代

为递交确认。

（4）目测初审。镇武装

部对参加兵役登记的适龄

男青年进行目测初审，依法

确定应服兵役、免服兵役或

不得服兵役，并报县级兵役

机关审核。

四、组织实施

（1）镇人民政府应当根

据县兵役机关的安排，负责

组织本镇的适龄男性公民

进行兵役登记，填写《兵役

登记表》，依法确定应服兵

役、免服兵役或不得服兵

役，并报县级兵役机关批

准。

（2）镇人民政府按照县

兵役机关的安排和要求，对

本镇的应征公民，进行体格

目测、病史调查和政治文化

初步审查，选定政治思想

好、身体好、文化程度高的

应征公民为当年预定征集

的对象，并通知本人。

（3）预定征集的应征公

民离开本县1个月以上的，

应当向所在镇武装部报告

去向和联系办法，并按照兵

役机关的通知及时返回应

征。预定征集的应征公民

所在机关、团体、企事业单

位应当督促其按时应征，并

提供方便。

五、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

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有服

兵役义务的公民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强制其

履行兵役义务，并处以罚

款：

1.拒绝、逃避兵役登记

的；

2.应征公民拒绝、逃避

征集服现役的；

3.预备役人员拒绝、逃

避参加军事训练、担负战备

勤务、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

任务和征召的。

有前款第二项行为，拒

不改正的，不得录用为公务

员或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

员，不得招录、聘用为国有

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两年内不准出境或者升学

复学，纳入履行国防义务严

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联合

惩戒。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特别是高中（含中

专、职高、技校）要依法组织

和督促适龄男性公民及时

履行兵役登记义务，确保本

辖区、本单位或本学校所有

适龄男性公民全部完成兵

役登记。

六、咨询方式

（一）网上咨询：全国征

兵 网（http://www.gfbzb.

gov.cn）

（二）现场咨询：县征兵

办公室（人武部）、各镇武装

部。

（三）电话咨询：

郎溪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

室：3758428，18356330554,

18956387098

建平镇：13965415690

十字镇：18792260523

涛城镇：15056302795

梅渚镇：13205635321

新发镇：18110851112

飞鲤镇：13355630040

毕桥镇：13856315545

凌笪镇：13305636261

姚村镇：18056352060

十字铺茶场：13856335512

欢迎广大适龄青年依

法进行兵役登记，踊跃报名

应征！

郎溪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2022年1月1日

郎溪讯 日前，笔者走进姚村镇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点——姚村

社区陈梅村，可见一个个建设场景。

村口的道路边，工人师傅正在用块石垒砌护坡；村中心的篮球场

兼文化广场建设现场，一角有工人在设置公厕基础建设模板，一角

是一台挖掘机在平整场地；村巷中，两名师傅在脚手架上为一座民

房墙壁进行刷白。热心的房主倪大婶泡了一壶热茶，供师傅们歇息

时解渴。

倪大婶由衷感叹：“还是国家的政策好，花这么多钱帮我们修路、

修河、建广场，还把家家户户的墙都粉一遍，粉得白哇哇的，陈梅村

一天比一天漂亮了。”

现场负责人孙贤林告诉笔者：“快到春节了，年前的时间已不多

了，我们打算在年前把公厕的主体工程搞结束，还要完成50米长的

河道护坡；开过年后，陈梅村所有该搞的工程，一起都要动起来。”

据悉：陈梅村位于姚村集镇之南，与广德誓节镇七塔村毗邻，69

户 312人，是2021至 2022年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点。目前已完成道

路护坡和篮球场挡墙约300立方米，民房墙面刷新任务完成了70%，

瓦面喷漆统一更换色调（灰黑色）已完成。2022年建设内容主要有

篮球场和停车场建设、村庄道路“白改黑”提升工程、村名标牌及廊

亭景观小品建设、绿化提升工程等。预计 2022 年 10 月份竣工验

收。 （王祖清）

公 告

新发镇举行乡村新风堂集中揭牌仪式

建平镇：真情慰问老党员 不忘初心送温暖

建平司法所：围绕三个“下功夫”谋划全年工作

郎溪：家庭教育协会持续做好“家”字文章

姚村镇：中心村跨年建设热度不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