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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智”双扶奔小康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李涛

“一家四口，父亲患恶性肿瘤，哥哥
肾坏死，当时我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近日，涡阳县高炉镇代集村 20 多岁的沈
峰峰告诉记者，前几年要陪父亲看病，陪
哥哥透析，真有些不堪重负，是驻村扶贫
工作队帮忙，让他坚定了信心，发展产业
脱贫奔小康。

“沈峰峰有经营头脑，家庭原因让
他难以外出务工。 村里在落实健康扶
贫、产业扶贫等政策基础上，鼓励他尝
试到周边集镇上做小生意，寻找脱贫新
途径。 ”代集村第一书记张超告诉记者。

在村“两委”和驻村扶贫工作队的
帮助下，沈峰峰和父母开展蔬菜种植和
特色养殖。

记者看到 ， 沈峰峰家的院子里分
门别类饲养着鹦鹉 、仓鼠 、彩龟 ，新挖
的小池塘里金鱼成群游来游去 ， 小白
兔欢快地跑动。 “我发现这些小宠物深
受孩子的喜爱。 现在的家长又注意培
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所以，这些小宠物
一上市，销量都不错。 ”沈峰峰告诉记
者 ，家里除了种植麦 、豆等传统作物 ，
每年还种一季洋葱 ， 一年总收入有 5
万多元。

代集村是建档立卡贫困村 ， 近年
来，在村“两委”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努力

下，于 2018 年脱贫出列，村集体经济收
入从零增加到 47 万元。 为提升群众致
富奔小康的信心和能力，村“两委”因人
施策，加强引导和帮扶。

代集村村民韩士东曾是出了名的
“牌迷”。 “原本就是 ‘五保户 ’，吃喝不
愁，后来又‘安心’当起了贫困户。 原来
每天‘眼一睁’就呼朋唤友凑牌局。 ”张
超说，经过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多次上
门劝导、鼓励，韩士东坚定了发展产业
的信心。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帮助下，韩士东
盖羊圈，养起了 11 只羊，去年 2 只羊卖
了四五千块钱。 工作队又采取提供技术
支持、承诺包销的办法，鼓励韩士东种

下 3 亩桃树。 如今，韩士东天天忙着田
间地头搞生产， 有人再提打牌的事，韩
士东都笑着说：“俺哪还有那闲功夫，家
里羊还没喂呢！ ”

“眼下，原本有 ‘等靠要 ’思想的群
众都干劲十足。 全村产业发展面貌一
新。 ”涡阳县高炉镇党委书记廉锋告诉
记者。

现在 ，代集村建成 1 个 “就业扶贫
车间”，已入驻 1 家箱包公司，盘活废弃
小学教室招商引进 1 家养老院，共安置
近 30 人就业。 在当地农业龙头企业的
带动下，豌豆、红薯淀粉等特色农产品
已经销往全国各地，农产品附加值得以
进一步提升。

·出列之后

荨 1 月 13 日，文艺志愿者曹英杰(左四)在安庆市大观区花亭北
村社区民主法制文化长廊，通过视频直播展示非遗剪纸艺术《喜
牛迎春》。春节临近，安庆市大观区文化部门组织开展非遗文化迎
新春活动，邀请剪纸艺术老师，在各社区向群众介绍剪纸工艺创
作过程。

本报通讯员 黄有安 项顺平 摄

荩 春节临近， 由阜阳市剪
纸艺术家葛庭友发起的 “百
牛迎新春”系列剪纸活动，收
获广大剪纸爱好者好评。 “百
牛迎新春”有近 50 人参与创
作 ， 已经连续上传 4 期 ，共
266 幅作品，包括剪纸、撕画、
烧画、刻画等。 图为葛庭友
在创作剪纸作品。

特约摄影 王彪

非遗迎新春

示范带出草莓村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秦龙

1月 11 日，记者走进淮南市谢家
集区杨公镇陈庙村，看到的是一望无
际、成方连片的草莓大棚。大棚里，一
颗颗鲜红的草莓在绿叶中鲜艳欲滴。
大棚里， 藏着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
“秘籍”。

“现在的千亩草莓大棚就是从当
初 55 亩发展起来的！ ”陈庙村驻村工
作队第一书记李多祝告诉记者 ，这
55 亩大棚是 2017 年谢家集区实施
的产业扶贫项目。村里把大棚租赁给
有技术有能力的村民种植使用，从租
金中直接给贫困户分红， 全村 27 户
46 名贫困群众受益。

这 55 亩示范大棚犹如一颗火

种， 让陈庙村的扶贫产业越来越红
火。 当地积极引进优质品种，邀请农
技专家开展技术指导，采取建立交易
市场、 成立草莓生产合作社等方式，
支持草莓产业发展壮大，周边农户纷
纷加入。

陈庙土壤、 气候条件十分适宜
草莓种植 ， 所产草莓色泽鲜艳 、肉
柔汁多 、酸甜可口 、绿色无公害 ，深
受消费者喜爱 。 目前 ，陈庙村草莓
大棚已发展到 1040 亩 ， 年纯收入
2000 万元以上 ， 成了远近闻名的
“草莓村”。

经过滚动发展， 村民陈德洋经
营的草莓大棚已经有 6 个。 “以前，
自己不会弄也不敢弄。 后来村里建
了大棚基地，先在里面打工，掌握了
种植技术后，自己承包了 2 个棚，今

年又增加到了 6 个大棚。 ” 陈德洋
说 ，6 个草莓大棚年纯收入有七万
多元。

“谢家集区立足本地特色优
势 ，打造优势产业扶贫项目 ，引导
贫困群众参与 ，扩大产业扶贫覆盖
面 ，为贫困群众稳定脱贫提供了产
业支撑 。 ”谢家集区扶贫办负责同
志介绍 ，2015 年以来 ， 该区安排产
业扶贫资金 1162.54 万元 ，建成 32
个产业扶贫项目 ，累计带动贫困户
2014 户。

经过 5 年持续建设，谢家集区逐
渐形成一批具备优良市场竞争力及
带贫减贫能力的特色产业， 草莓种
植、菊花种植、稻虾养殖、酥瓜种植、
蘑菇种植、瓜蒌种植等一大批特色产
业蓬勃发展。

亳州建成“党建引领信用村”平台
本报讯（记者 武长鹏 通讯员 李锦

文）亳州市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大数据优
势，在全省率先建成党建引领信用村服
务平台，帮助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缓
解融资难。

亳州市按照“一个窗口、一个中心、
一个专题库、一个采集端”的总体架构，
形成从农户信用评分评级、信用村评定
到贷款金额和利率差异化全流程的常
态化运行，让“信用村、信用户”信用评分
等级变现信用贷款走进千家万户。 蒙城
县庄周街道后娄村信用户朱要宝因经
营需要， 通过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服务

平台申请贷款， 不到 3 分钟的时间申请
审核通过，获得 11 万元授信贷款。

截至 2021年 1月 10日，该市共评定
农户 36636户，累计为农户放款 2040笔、
12670.7万元。 蒙城县岳坊镇戴尧村村民
戴石良流转 500亩土地，从事蔬菜种植和
加工，每天用工较多，工资支出需要大量
现金。在被评定为 AAA级信用户后，戴石
良成功办理信用贷款 10万元， 流动资金
得以周转，合作社稳定发展。 亳州将持续
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鼓励各银行结合自身业务开发纯线上
金融产品，扩大评级结果的运用范围。

泗县推进党员志愿服务常态化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陈

晓）泗县探索“居民点单 、社区下单 、党
员接单”服务模式 ，推行党员所在单位
党组织和服务社区党组织双向业务评
价机制 ,促进在职党员进社区服务群众
常态化、 长效化 。 2020 年 ， 全县共有
8000 余名机关单位党员到社区开展志
愿服务， 共开展志愿活动 500 多场次，
受益鳏寡孤独老人 、残疾人 、五保老人
3500 余人。

泗县探索“居民点单、社区下单、党
员接单”服务模式，由社区党组织对接居
民需求，统筹安排服务活动。 县卫健委、
教体局、文旅局等多部门联合成立医疗、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志愿者联盟，组建

42 支志愿服务队， 吸收 1000 余名志愿
者为老人、残疾人提供清洁、医疗卫生、
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志愿服务。

该县根据党员职业、特长，组建助残
助老、民事调解、环境治理、社区文化等
党员志愿服务岗。 社区党组织对党员志
愿者实行编队管理，并明确联络员，建立
QQ 群、微信群等网络互动平台，组织党
员开展服务活动。

泗县推行机关党员所在单位党组织
和服务社区党组织双向业务评价机制，
社区党组织对在职党员服务情况进行
登记认证，组织群众进行评议，并将结果
向其所在单位党组织反馈， 作为其年度
考核、评先评优、提拔重用的重要依据。

广德村级集体收入同比增长超三成

本报讯 （通讯员 汪为均 记者 张敬

波） 广德市创新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完
善保障措施，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2020年，全市 133个村（社区）实现经营性
收入 3118.08万元， 同比增长 33.8%。 其
中， 年经营性收入 50万元以上的经济强
村数量比 2019年翻一番，总数达 24个。

广德市建立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
制，采取市领导联系、部门结对、乡镇干
部包村三级帮扶机制，进行立体式帮扶。
同时建立常态化工作调度机制，不定期
召开专题调度会，对资金预算、项目审批
等重大事项， 集中研究部署。 该市还将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纳入年度基层党建

工作要点和“党建+发展”双百分制考核
体系， 作为乡镇领导班子任期目标管理
责任制的重要内容。 同时将村干部经济
待遇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挂钩， 对当年
完成经营性收入 5 万元以上的， 按当年
增长部分的 10%给予 “两委 ”班子成员
绩效奖励， 调动基层组织及干部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

该市推出健全项目预审机制、优化土
地政策、鼓励村办实体、强化财税倾斜、注
重人才支撑等措施，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 2020年，共申请上级相关财政项目资
金 500 万元， 市财政配套资金 749.39 万
元，乡镇财政配套资金 299.39万元。

濉溪推出优化营商环境正负面清单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王

晨）为进一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打
造“四最”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濉溪县近日推出《优化营商环境
正负面清单（试行）》。

濉溪县于去年 7 月启动优化营商
环境专项行动 ， 从营造氛围 、 措施落
实、问题整改 、建章立制等几个环节一
体推进。 2020 年底，该县纪委监委还专
门组织县商务局 、县财政局 、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县经济开发区等 16 家单
位 ， 召开优化营商环境正负面清单座

谈会 ， 专题征求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对
清单的意见和建议。

该县推出的正面清单包括提升服务
质量、 打造法治营商环境、 规范商务活
动、引导企业发展、其他依据现行政策应
当主动担当开展的活动和工作等五个
方面的内容；负面清单中包括工作作风、
政务服务、深化改革、执法监管、廉洁行
政、 其他损害或影响营商环境的问题和
行为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该县要求各级
各部门严格对照清单寻找不足、 查缺补
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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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

兰凯） 萧县督促企
业落实劳动合同制
度， 加大执法巡查
和案件查处力度 ，
全力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 2020 年 ，
该县累计处理各类
投诉举报案件 68
起 ， 涉及农民工
400 多 名 ， 金 额
4460 余万元。

萧 县 要 求 新
开业企业， 特别是
新落户的建筑工地
落实劳动合同制
度， 督促监督用工
企业对农民工进行
实名制登记， 建立
职工花名册、 考勤
记录和工资支付等
劳动用工基础台
账， 及时办理用工
备案，并对全县 32
家在建项目落实工
人实名制， 落实业
主单位拨付工程款
同步向工资专用账
户拨付 25%人工
费， 确保工资实名
打卡发放。

该县深入用人单位及施工现场
开展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宣传 ， 举办
用人单位及建筑工地劳资专管员培
训班 ，引导农民工依法维权 ，强化用
工单位依法用工意识。 开展“冬季行
动”等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治理 ，加
大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查力度 ，推
进监察执法从 “事后查处 ”向 “事先
预防”转变。 2020 年，全县累计巡查
用人单位 730 户次 ， 涉及劳动者
12230 人。

萧县对各类投诉举报案件坚持快
结快办，加强对劳动违法行为的震慑
力。 对企业进行劳动保障守法等级评
价，采取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
戒措施，落实诚信缺失企业黑名单制
度 ，依法对违规企业予以处罚 ，情节
严重的在县域范围内不得参加项目
建设投标活动。

1月 13日，全椒县纪委监委驻住建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在滁（州）马（鞍山）高
速公路全椒东互通建设现场，就工程建设中不担当、不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
问题开展督查。 该县发挥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前哨优势，将监督问责贯穿重点工程
建设全过程。 本报通讯员 罗冬冬 吴志龙 摄

大棚盛开富民花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王章志

1 月 12 日， 记者走进枞阳县麒
麟镇新安村锦华家庭农场大棚内，映
入眼帘的是琳琅满目的鲜花， 非洲
菊、玫瑰、康乃馨、月季等十多个不同
品种的花卉竞相绽放，员工正在农场
负责人乔云指导下，采摘花朵，再分
类打包、装车。

“这个季节非洲菊广受欢迎，预
订的客户特别多。 ”乔云告诉记者，这
些鲜花都是合肥、安庆、桐城等周边
市县客户预订的，下午采摘，当晚就
运走。

锦华家庭农场占地 40 多亩，建
有 40 个大棚，不同花期出产不同鲜

花，一年四季鲜花不断，常种的鲜花
品种有非洲菊 、满天星 、玫瑰 、康乃
馨等。 近期平均一天能卖出 1000 多
把鲜花， 最畅销的非洲菊每天卖出
约 400 把。

鲜花大棚成了村民的致富花。大
棚基地常年固定用工 10 人， 季节性
用工最多时每天达 20 多人， 并且优
先招用建档立卡贫困户，在花卉基地
从事摘花、除草、送花、日常养护等工
作，人均月收入 2000 元。

“这样的活不重 ，还能照顾到
家庭 ，特别适合我们女同志 。 ”正
在基地务工 ，如今已经脱贫的吴金
芝说 。

新安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 ，村里以 “绿麒麟 ”苗木商标品牌

为载体，以苗木花卉产业为支撑，实
施苗木产业脱贫攻坚。目前，全村 27
个苗木花卉经营主体带动了约 200
名贫困户就业， 人均年增收 1 万元
以上。

“打造乡村特色产业关键是要培
育好经营主体。 ”新安村党总支书记
吴大根说，2018 年初， 村里在得知乔
云从事花卉种植的意愿后，积极帮助
他协调流转土地 40 多亩， 其后又帮
助乔云争取大棚资金奖补、创业扶持
等政策支持， 保障了 40 个温室大棚
快速建成投用。

“我会逐步将花卉基地打造成一
个集鲜花种植、花卉观赏于一体的乡
村旅游点。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乔云
告诉记者。

淮南引入公证机构参与招标监督

本报讯（记者 柏松）2020年，淮南市
将公证机构引入公共资源交易过程中，
对大中型建设工程和政府采购活动进行
现场监督公证，让招投标受理、开标、评
标等环节在阳光下运行。 去年，淮南市公
证部门共参与建设工程项目 1000 万元
以上、 政府采购项目 400 万元以上的公
开招投标活动现场监督 190件。

淮南市司法局与公共资源交易监督
管理局携手合作，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公
共资源交易现场监督公证的通知》，公证
员严格依法依规审查、监督招投标活动

全过程。 评标结束后， 公证员现场宣读
公证词，对整个招标投标活动的真实性、
合法性予以证明。

为做好公证参与招标现场监督公证
工作，淮南市公证处派一名公证员和一
名助理长期驻点，参与监督招标活动全
过程， 并积极与招标单位、 招标代理机
构、 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等
各方加强联系，认真审查招标活动各个
环节，确保经公证监督的每一次招标活
动都能依法依规进行，减少招标活动各
类投诉、质疑等情况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