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安徽商报融媒体记
者 姜志远 通讯员 王雪薇 文/
摄 ） 5 月 20 日，安徽商报融媒
体记者从合肥市蜀山森林公园
管理处获悉， 大蜀山国家森林
公园西扩景区月季园里的 50
多种月季开得正旺， 周末不能
出远门的市民朋友可来打卡。

据介绍，大蜀山国家森林公
园西扩景区的月季园占地面积
约 50 亩，园内以造型、树状、藤
本、丰华、地被月季为主，共有
50多个品种。其中包括绯扇、粉
扇、绿野、彩云、金凤凰、御用马
车等名贵品种。 大蜀山国家森
林公园西扩景区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月季花期可从 5 月持
续到 11 月。 “花色更是丰富多
彩，包括朱红、大红、粉红、金黄、
橙黄、洁白等。 ”

除了姿态各异的月季，月季
园周边的玫瑰、 芍药等花卉也
在盛开。

本报讯（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李萌）
5 月 20 日 5 时， 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高架桥大队在裕溪路高架东向西龙岗路
下口附近开展“拂晓行动”，遏制非机动
车上高架、走下穿，三轮车违法载人，面包
车超员等易引发交通事故的突出交通违
法行为。

“我不知道电动车不能上高桥，以后
会注意的。”“高架上没有红绿灯，可以节
省点时间。”“没想到这么早，还会有交警
在路上。 ”……记者在现场看到，行动开
始后 2小时不到的时间，警方共查处货车
上高架桥 15起、非机动车上高架桥 2起。

当天的统一行动中，合肥全市查处电
动车上高架、走下穿，货车闯禁行，面包车
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 197起。 目前，合肥
交警“拂晓行动”正在持续进行中，合肥
交警表示，违禁车辆驶入高架桥有很大安
全隐患， 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勿将违禁车辆驶入高架桥。 除了现场
整治以外，还有电子设施抓拍，24 小时管
理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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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月 20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李家超为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

本报讯（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张永 通
讯员 张珊） 5 月 19 日上午，长丰供水集团
主要负责人先后深入双墩、 下塘等地供水
工程项目现场，实地查看了北麓雅苑、华夏
幸福孔雀城等施工场地，对施工质量、安全
规范、现场管理、存在问题及施工计划等具
体情况进行了督查。

在检查中， 长丰供水集团主要负责人
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服务对接， 千方百计解
决施工难题，确保安全生产、农民工工资万
无一失，全面做好项目要素保障，确保项目
顺利推进。 一是要克服一切困难，在保证施
工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 二要精心
组织，预见性工作。 在积极推进目前施工的
同时，要用回望来路、观照现实、展望未来

的思维，谋划好管线施工完成后的打压、调
试、清理管线等诸多后序工作，保证各项工
作的连接性， 为项目顺利通水奠定坚实的
基础；三要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没有安全
就没有进度，从监理单位到施工单位，都要
责任到人，措施到位，时刻把安全生产工作
贯穿整个工程建设的始终。 按照县委、县政
府的要求和目标，全力以赴，积极推进，做
好各个方面的协调、沟通，有序推进各项供
水工程；四是做好高考供水保障，集团公司
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做好供水安全巡查和保
障工作，狠抓落实、强化责任、精心组织、广
泛协调，要切实加强水质监测，提升服务质
量， 确保高考和端午节期间供水安全稳定
有序。

长丰供水集团
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及高考供水保障督查

2022年 5月 19日 19时，常青街道凌大塘社区妇联在凌
大塘临工集散中心开展“520关爱‘临工妈妈’ 健康公益体
检行动”；现场邀请健康专家给“临工妈妈”普及女性健康知
识，并给他们发放了价值 2000多元的“健康体检卡”。王国荣

为进一步推进信访工作和防邪工作法
制化、规范化建设。 近日，黄港村综治、妇
联、信访、卫健、工会通过走村入户、悬挂横
幅和发宣传页等方式联合开展宣传。

本次活动在我村掀起了一股学习 《信
访条例》的热潮，让群众进一步意识到提出

合理信访诉求、 逐级反映关切问题的重要
性， 增强了群众的法律意识。 同时相关的
“防邪” 宣传也让群众充分认识到邪教的
本质及其危害， 提高了群众的反邪教意识
和辨别邪教能力。

王青山

大圩镇黄港村开展《信访条例》和“防邪”宣传

5月 19日下午， 梁园镇召开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全体成员、部分办站所负责人和社区党委
书记参会学习，县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旁听
督查组莅临指导，部分兄弟乡镇列席旁听。

会上传达学习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意见》 文件精神及省长王清宪在
阜阳市、滁州市调研讲话精神，观看了浙
江省乡村振兴发展宣传视频。 随后，部分
社区党委书记及印象梁园负责人围绕产
业发展开展经验交流，部分办站所负责人
做工作汇报。 同时，中心组成员结合自身
分管工作，就如何实现梁园产业振兴展开
了深入探讨。

交流研讨结束后， 梁园镇党委书记张
晓军就梁园产业振兴作总结讲话， 指出要

夯实“一产”基础，不断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和机械化水平；提升“二产”质效，找准产
业定位，全力提升产业水平；打造“三产”
品牌，充分挖掘千年人文历史底蕴，打响文
化品牌，撬动三大产业融合发展。

最后，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旁听督查
组组长康俊卿就本次中心组学习进行点
评。 他指出， 此次学习形式规范、 内容丰
富，是聚焦主题、聚集智慧、聚力发展的一
次务实的专题学习。 他表示， 作为千年古
镇， 梁园有着过去厚重的历史感以及后续
积蓄的爆发力，在乡村振兴的趋势下，在梁
园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梁园干群
的共同努力下， 必将成为蓬勃发展的新兴
产业园、文旅融合的美丽后花园、物产富饶
的生态甜果园、风光旖旎的宜居好家园。

田禾

梁园镇：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春去秋来相思在，
秋去春来再无您。
几度思娘与梦里，
轻问相思寄予谁？
娘忧儿身可温饱，
儿却未予娘之孝。
如今回头再思娘，
娘却弃儿奔天堂。
梦里徘徊何日见？
醒来独自心忧伤！
回家路上娘守望，

而今温馨是奢望……
回想过去如昨天，
抱膝伴在娘身边。
娘在家在非传言，
儿今只能寄思念。

思念母亲
作者：王瑞早

新华社北京 5 月 20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月 20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李家超为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于 2022年 7月 1日就职。

会议审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选举李家超为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的报告，听取了国务院港
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
长官人选产生过程的汇报。

夏宝龙在汇报中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
举，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规定进行，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 李家超先生高票当选，体现了香港社会各界期望团
结一致再出发的共同心愿。

李克强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中央政府将继续全面准
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方针， 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 坚定落实
“爱国者治港”， 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
法施政，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
位，加快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发
挥香港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
稳定。 相信李家超先生就任行政长官后，一定能够团结带

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 齐心协
力、务实进取，开创香港发展新局面，续写“一国两制”成
功实践新篇章。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的规
定，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李家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克强总理签署了任命李家超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第 754号令。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刘鹤，国务委员魏
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以及国务院全体会议其他组
成人员出席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

决定任命李家超为第六任香港特首

周末去大蜀山西扩公园赏月季 合肥交警“拂晓行动”
严查非机动车上高架桥

一天查获交通违法行为 197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