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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冬修掀起热潮
“清洁行动”村貌新

■ 本报通讯员 汪萍 马家贵

入冬以来，肥西县花岗镇集中开展“村
庄清洁行动”。“要重点聚焦‘脏乱差’突出问
题，对难点堵点进行集中整治，实现村容村
貌显著提升，达到干净、整洁、有序的目标。”
日前，花岗镇党委副书记王霞在工作调度会
上部署“村庄清洁行动”。

据介绍， 花岗镇已对 6 个美丽乡村中
心村、8 个永久保留居民点、23 个近期保留
自然村、15 个整治重点村及 15 个涉及征迁
的村（社区），因地制宜开展环境整治行动。
各村（社区）结合自身实际，将村庄清洁行

动与志愿服务活动相结合， 并与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相结合， 组织人员清理杂草杂
物、卫生死角、坑塘沟渠等，及时阻断疾病
传播途径。

此外，该镇通过评先评优和典型选树活
动， 广泛调动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
通过开展“五好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最
美庭院”等评选活动，让村民自觉融入到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主动做好自家房前
屋后的环境卫生整治。 截至目前，该镇参与
村庄清洁行动的人员千余人，投入大型机械
30 余台，已完成整治的自然村 270 余个，其
余自然村整治工作仍在紧张推进中。

服务提速惠群众
■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我曾受伤住院，治疗费用一直没有付
清。 今天医院通知我来填表审核，过几天医保
报销手续就办好了，医保报销真方便。 ”日前，
在界首市中医院“医保局派驻医共体工作室”，
任寨乡杨庄村村民贺玉贞正在填写申请表。

据该院医保办主任付萍介绍， 今年 66
岁的贺玉贞以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这次来
结清住院费用需办理相关手续，如果符合新
农合医保政策和健康扶贫政策，她自己支付
的费用很少，大部分都能报销。“我们这个工
作室的主要职能是及时宣传医保新政策、定
期对医共体基金是否及时拨付进行抽查，查
处定点医疗机构的违规行为等，确保医保惠
民政策落到实处。 ”正在工作室轮值的市医

保局工作人员关超说。
据了解，界首市医保局在医院设立“派

驻医共体工作室”，推进监管服务关口前移，
定期从局里抽调人员下派工作室，发挥工作
室的监管、服务合力，保证医保政策顺畅落
实到各家医疗机构，减少中梗阻现象。“自工
作室成立以来，我们积极落实医保基金预算
方案，加强医共体价格监管。同时，在基层医
疗机构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组织牵头医院专
家开展病历抽查，督导贫困人口‘慢性病’排
查等政策落实。 今后，我们将建立健全医保
基金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创新监管方式，提
高服务效率，用好管好群众的‘救命钱’。”该
市医保局负责人告诉记者，试点建设“派驻
工作室”已取得初步成效，去年该市医保基
金基本实现了以收定支、略有结余的目标。

盘活农村闲置资源
■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本报通讯员 茹金水

近日， 在涡阳县公吉寺镇界公沟，
记者看到数十台挖掘机在河边一字排
开，把界公沟中的淤泥挖出来，平铺在
河坝上。

“我们结合人居环境综合治理、高标
准农田建设等，狠抓公共空间清理，从主
干道向周边延伸，疏通沟渠、清理路肩。
清理出来的公共空间统一种植经济林，
并交给村集体管理， 作为集体资产入三
资台账。 ”据公吉寺镇副镇长谢咏介绍，
自去年以来， 该镇把农村公共空间专项
治理作为发展集体经济和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的主要抓手，实施“全域式”清理。镇
财政投入 100 余万元，用 20 余台挖掘机
先疏通河道、再清理路肩，预计全镇能清
理出公共空间土地 1000 亩。

此次公共空间清理重点整治公路、
水体、林业等方面的公共空间，采取“三
资”（村居资产、资源、项目资金）与“三
长”（河长制、林长制、路长制）相结合，
将公共空间治理与人居环境整治、造林

绿化等工作有机结合，进一步明确集体
耕地、林地、水域等公共空间产权，做到
路有人护、河有人管、林有人看。 按照
“县统筹、乡镇负责、村居实施”的要求，
该镇建立专门领导小组，组建“三长制”
专管队伍，形成网格化监管体系。 建立
和完善乡村公共空间有偿使用、群众共
享长效管理和村民自治制度，做到产权
明晰、经营高效、管理民主、监督到位，
确保收益用于基本公共服务。 为此，镇
村干部全程参与，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和
乡贤的带头作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率先垂范，做到一把尺量到底、杜绝
特殊化。 通过把腾出来的公共空间有效
利用起来，既美化环境、增加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又提升了村两委班子的凝聚
力和治理水平。

截至目前，该县共清理出集体资产
老旧村室 1.96 万平方米、闲置学校面积
18.55 万平方米、 集体土地 5357.18 亩、
水面 8113.43 亩，治理道路 957.08 公里、
河道 330.98 公里、林带 1.69 万亩，夯实
了集体经济发展基础，激活了集体经济
发展动力。

“三治”并举防控疫情
■ 本报通讯员 舒曙光 胡志伟

“您好！我是谢岗村委会的，请问
你是否回家过年？”日前，在合肥市庐
阳区大杨镇谢岗村为民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给辖区外出务
工人员打电话，了解他们春节期间流
动情况，提醒务工人员返乡期间做好
疫情防控，并建议年后仍需返岗的务
工人员就地过年。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谢岗
村坚持“三治”并举促疫情防控，以党
建为引领，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相
结合，发挥基层治理体系优势，提升
疫情防控的统筹协调力，凝聚共抗疫
情的群众力量。

“村党委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
的作用，形成群防群治的局面，通过
发动村民组长和村民代表，对外地返
村人员和外来人员进行检查登记，严
格按照 ‘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 ’的要
求，加强农村疫情防控。”据村党委副
书记谢忠清介绍，该村已成立疫情防
控临时党支部和党员先锋队，对辖区

五保户、独居老人等困难群众进行走
访，为他们测体温、送口罩、代购生活
物资，辖区党员群众和企业自愿捐款
捐物近 4 万元。

连日来， 村两委运用 QQ 群、微
信群等媒介，积极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和法律法规。全村共张贴法治类宣传
单及告知书 200 余份，悬挂宣传横幅
40 余条，设置警示牌 12 块 ，利用移
动喇叭深入村民组宣传 30 余次，提
高群众知法、守法意识，推动疫情防
控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村委会知道我女儿女婿已领结
婚证，特地打电话给我，宣传疫情防
控形势，建议我们暂时不要在饭店举
办婚礼婚宴，女儿女婿商量后决定暂
缓举办婚礼。 ”村民胡阿姨说。

据谢忠清介绍， 该村修订了村规
民约，将疫情防控纳入其中，对村民行
为规范进行约束。 同时， 动员农村党
员、“五老人员”和村民代表等 40 余人
开展宣传劝导， 劝阻村民红白喜事简
办或缓办， 不办酒席， 引导村民不串
门、不聚会，出门戴口罩、勤洗手。

·民生民声·

茛 2 月 7 日，合肥市书画院的书画家在
大兴镇社区现场挥毫泼墨，为居民献上一
份新春祝福。
本报记者 姚林 本报通讯员 朱兴文 摄

书写春联送祝福

困难群众过“暖冬”
■ 本报通讯员 魏冉

“前不久遇到寒潮，我还没来得及买衣
物，政府就想到了我的困难，及时给我送来
棉衣、棉被。”近日，在蒙城县小涧镇灵山村，
看见前来发放越冬衣被的驻村扶贫工作队
队员时，脱贫户时克平激动地说。

入冬以来 ，寒潮频袭皖北大地 。 为应
对低温雨雪天气给困难群众生活带来的
不利影响，小涧镇积极筹措资金并联系爱
心企业 ，购买了一批棉衣 、棉被发放给贫
困户。 目前，一批急需的御寒物品已全部
发放到位 ，惠及困难群众 201 户 ，发放棉
衣 、棉被 400 余件 ，让他们感受到政府送
来的温暖。

为解决雪灾、寒潮等恶劣天气对群众生
活带来的影响，小涧镇提前对困难群众的衣
食住行等进行全方位摸排，并尽力提前发现
和解决问题。该镇在保持现有扶贫政策不变
的情况下，统筹社会帮扶力量，以“扶贫日”
捐款、春节期间“送温暖、献爱心”等活动为
载体，先后筹措社会帮扶资金 30 余万元、衣
物 3000 余件、生活物资 20 吨，及时送到特
困群众家中。

此外，该镇还以征集困难群众微心愿等
方式， 给他们送去一些必需的日常生活用
品。 “目前，我们将重点关心贫困户、困难家
庭、独居老人等重点人员，加大帮扶力度，确
保他们温暖过冬、安全过冬。”小涧镇党委副
书记胡瑞洋说。

积分制促乡村治理
■ 本报通讯员 张婷婷

为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探索乡村治
理“积分制”管理新路，对村民日常工作生活
中的文明行为、 义务劳动等实行积分制管
理，积分可在当地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崔岗村作为该乡首批试点村率先实施，
初期开展网格化管理， 走访入户广泛宣传，
召开党群议事会征求意见，商讨确定积分制
管理内容，设计制作“乡村治理积分卡”“乡
村治理积分管理档案”，建成积分兑换点“善
治超市”。 村党总支创办的“善治超市”受到
村民一致好评， 自 2020 年 9 月投入运营以
来，开展“积分兑换、共建文明”活动，正向激
励探索乡村治理新路。

走进“善治超市”，看见货架上摆放着日
用品、生活用品、小电器等商品。按照积分细
则，村民可通过参加志愿者服务或公益事业
赚取相应积分，并用积分兑换这些商品。 据
崔岗村有关负责人介绍，“善治超市”采购商
品的资金主要来自部分党群活动经费以及
社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赠。

打开村民崔宏升的“积分手册”，只见房
前屋后整洁记 2分、调解邻里纠纷记 3 分、参
加义务劳动记 3分……“账目”清楚地记录着
崔宏升参加的每次活动积分情况。 崔宏升说：
“每月党员活动日，村里都会组织开展一次环
境卫生集中清扫活动，如今村里环境变美了，
道路干净了，水也更清了。 大家参加环境整治
活动可以赚积分，积分可在‘善治超市’换商
品，提高了大家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性。 ”

结对帮扶送温暖
■ 本报通讯员 杨香梅

日前，宿松县司法局与高岭乡汪冲村开
展结对共建主题党日活动，该局党员志愿者
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进村入户给贫困
户送温暖，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为脱贫攻坚
献计献策。

“叶奶奶，马上就要过年了，今天过来给
您及全家拜个早年！ ”“唐爷爷，这是给您带
的《民法典》宣传年画，我帮您贴在墙上，上
面有法律援助热线，需要帮助可随时拨打我
们的法律援助热线。”该局党组书记、局长石

海燕带领志愿者与结对帮扶户话家常、聊生
活， 给他们送去色拉油等日常生活用品，还
向他们赠送口罩等防疫物资，宣讲疫情防控
形势和家庭疫情防控注意事项，引导他们养
成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等健
康生活方式， 建议村民春节期间采用微信、
电话等方式文明拜年， 不上门走亲访友，尽
量减少聚会，自觉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在汪冲村村部，党员志愿者还与村两委
班子、驻村帮扶干部一道座谈，总结扶贫成
绩、查找短板弱项，探讨今后的扶贫工作思
路，巩固扩大脱贫攻坚成果。

创业致富助乡邻
■ 本报通讯员 李鹏

2 月 5 日上午，虽是寒冬腊月，但萧县
大镇张楼村村部广场却温暖如春，原来“安
徽好人”、村关工委副主任张庆麦像往年一
样在这里给全村五保户、残疾人和 60 以上
老人及大屯镇敬老院老人、烈士子女、退伍
军人“送温暖”，现场发放现金红包和 10 吨
大米、5 吨色拉油。

今年 51 岁的农民企业家张庆麦，创业
致富后不忘乡邻，反哺桑梓。 多年来，他热
心公益事业，捐资修路，助学助困，用无私大
爱温暖乡亲。 从小家贫，没上过几天学的张
庆麦，更知孩子求学的重要性，自 2017 年以
来，他自掏腰包 60 多万元，改善村小学和幼
儿园办学条件，负担 100 多名幼儿和学生的

上学费用， 每年为师生添置工作服和新校
服，自费聘请了 3 名代课教师，解决了村小
学师资紧缺的难题。 看到乡亲行路难，他拿
出 100 多万元铺设村庄道路，安上了 300 多
盏太阳能路灯。同时还出资整修了村部和村
文化广场，经常请演出团体来村演出，丰富
乡亲们的文化生活。自 2015 年以来，每年他
都拿出 10 吨大米、5 吨食用油和猪肉等慰
问品送给村里的贫困户、五保户、60 岁以上
的老人和大屯镇敬老院老人等。 2018 年 10
月，张庆麦被评为“安徽好人”。

去年，在疫情防控期间，张庆麦还购买
2 万只口罩发放给村民， 同时向县红十字
会、镇卫生院、镇中心学校等捐赠价值 10 万
多元防疫物资。

·群众新闻眼·

·社情连环画·

■ 本报记者 沈荟

2020 年汛期， 我省沿江沿淮及巢
湖流域遭遇严重洪涝灾害， 水利工程
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入冬以来，全省各
地抢抓晴好天气，水利冬修掀起热潮。
日前， 记者走进合肥市长丰县探访水
利冬修情况，看见该县以兴修水库、填
筑堤防、疏浚沟渠、提升灌区为重点，
全面掀起重点水利工程冬修热潮 。
2020 年， 该县共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8
亿元，创历史新高。

强基础

修建防汛抗旱水利工程

2 月 1 日，记者登上长丰县杜集水
库大坝，清风徐来，碧波荡漾，清澈的
湖水拍打着岸边已修好的水泥护坡。

杜集水库位于长丰县境内的高塘
湖支流沛河上游，水库集水面积 37.75
平方公里， 总库容为 1390 万立方米。
水库始建于 1979 年，1994 年续建，经
几十年运行， 水库存在泄洪设施和放
水涵结构整体性差、 运行安全性和可
靠性差等问题。2012 年 8 月，经水利部
大坝安全管理中心核查， 该水库大坝
被确认为“三类坝”。 去年，长丰县先后
遭遇春夏连旱和数十年未遇的严重汛
情，县里紧急启动“西水东调”应急补
水措施， 通过瓦东干渠和水库进放水
闸为水库补水， 具备反调节功能的杜
集水库在抗旱和防汛过程中均发挥了
重要作用。

杜集水库管理所所长杨为友告诉
记者：“半个月前， 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已通过下闸蓄水验收。 除险加固后的
杜集水库面貌焕然一新， 涵闸等设施
已实现全自动化， 防洪与调蓄水灌溉
能力大幅提升。 ”

长丰县属于江淮分水岭地区 ，地
面波状起伏，蓄水能力弱，易涝易旱。
淠史杭灌区瓦东干渠和滁河干渠是该
县农业灌溉的主动脉，滁河、瓦东两大

干渠在境内总长 117 公里。 建县以来，
全县人民以两大干渠为基础， 兴建了
590 多条、1100 多公里长的分、 支、斗
渠；兴建国有和乡村电灌站 385 座，建
成中小型水库 217 座， 其中中型水库
12 座； 修筑保庄圩及生产圩堤 30 余
座，保护面积 41.9 平方公里，保护人口
11.32 万人。

该县水务局副局长王化纯对记者
说：“2020 年，全县以防洪减灾、农田水
利建设等重点，累计完成水利工程项目
投资 8 亿元， 较 2019 年增长 158%，其
中修建防洪减灾工程 9 项，农田水利建
设工程 10项，涉及灾后水毁修复、中小
型水库除险加固、灌区配套节水配套等
多个方面。”目前，该县农田有效灌溉面
积达 140 余万亩，形成蓄、引、提、调相
结合的灌溉体系和以中小型水库、河湖
堤防为主的防洪除涝工程体系。

惠民生

优化配置县域水资源

在杨湾灌区渠系整治及补给龙门
寺水库水源项目建设现场， 吊塔正在
忙碌地作业， 挖掘机挥舞着长臂挖掘
土方，运输车来回穿梭，工人们正忙着
搭建泵房、 修整渠道……一派繁忙而
有序的建设场景。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
资 2.32 亿元，通过杨湾一、二级提水泵
站， 从瓦埠湖经义井支渠引水至龙门
寺水库，具有供水、灌溉、生态等综合
效益。 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高长丰县
中北部地区水资源承载能力， 有效缓
解区域水资源紧张状况。 目前，该工程
已初具规模，计划 2021 年春灌前完成
杨湾一级站改扩建和进水渠建设主体
工程，年底前完成全部工程。

长丰县地势南高北低， 境内河流
多数由南向北流入淮河的支流或湖
泊，南部和东部的高岗地区缺水严重。
据县水利局副局长颜礼标介绍：“近年
来， 县里一直谋划北水南调、 西水东
调， 通过 2020 年大兴水利工程建设，

使民生水利建设实现了新突破， 建构
起较为完善的县域防洪排涝减灾体
系，搭建起水利工程联合调度框架。 ”

该县水利工程设计室主任周向阳
告诉记者：“龙门寺水库和杜集水库是
全县最重要的两大水源地， 现已完成
泵站建设、渠道整治等工程，使全县水
资源能得以统一配置。 ”杨湾灌区的提
水工程扬程超过 30 米，以前需要四级
提调，现在只需要两次提水。 “这样就
能把瓦埠湖水引至龙门寺水库， 提水
速度和效率将大幅提升。 ”农水科科长
葛子祥补充说。

“开工建设的水利工程点多 、线
长、面广，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不敢有
丝毫懈怠。 ”在项目建设工地，兴丰建
设公司的安全员陶余鑫对记者说，“现
在全县加大了水利建设投入， 我们建
设部门力争优化工期， 保质保量完成
任务。 ”

近年来， 长丰县城乡居民生活用
水量增长迅猛， 而乡镇企业的发展更
离不开水资源的合理调配。 “过去，一
到旱季，用水就会比较困难，影响企业
生产。 现在县里实施北水南调工程，兴
修水利，用水得到了保障，生产力也进
一步提升。 ”杨庙镇农民工创业园安宇
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方祥说。

目前， 该县铺设了城乡供水一张
网，实现城乡供水“同质、同网、同源、
同服务”等目标，让全县群众喝上了安
全放心的自来水，基本实现“农村供水
城镇化、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

护生态

打造水清岸绿新景观

在罗塘乡庄墓灌区项目施工现
场， 挖掘机、 运输车和工程队密切配
合，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渠道清淤、防渗
加固、泵站技改等工作。 该项目总投资
约 1.47 亿元， 计划整治 15 公里渠道，
修筑堤顶巡查道路 15.44 公里， 新建
62 座配套建筑物和 1 座管理用房，计

划于今年 5 月份完工。
天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李继田对记者说：“目前， 近百名工人
每天都在抓紧施工。 春节过后，施工方
将进一步加强人力、物力投入，力争在
3 月底让工程具备通水条件，保证春灌
顺利进行。 ”

随着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不断推
进，长丰县在优化县域水资源配置、提
升防汛抗旱保障能力的同时， 也不断
改善县域水生态环境， 打造水利风景
区、河滨水景观，为乡村振兴和城郊型
现代都市农业发展奠定基础。

因水资源匮乏， 该县群众早就养
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利用滴灌等技
术发展草莓、花卉苗木等现代农业。 杨
庙镇瑞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 100
多亩天鹅绒紫薇花， 据该公司负责人
介绍，随着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未来将
把这里打造成供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观
赏和拍摄的花卉基地。

近年来， 该县不断加大水利建设
投入，疏浚河道、整治岸坡、修复景观，
确保水质及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 ，打
造水清、岸绿、河畅的生态水系。

“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水利工程
建设中，建成一批集景观、生态 、旅游
功能于一体的水利工程项目， 大大改
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王化纯副局长对
记者说。

庄墓河流经庄墓镇李庄村， 河岸
都铺上了混凝土护坡， 彩色的沥青步
道依河而建，河水清澈，风景如画。 据
村支书孟迎春介绍， 以前河道两边尽
是垃圾淤泥，一到汛期，两边的田地经
常被淹。 现在河道整治好了，村庄面貌
焕然一新。

站在庄墓河边， 记者看见不远处
是连片的水面，种植了 1600 多亩荷花
和 800 多亩芡实，“残荷” 与蓝天白云
构成一幅美丽的风景。 据悉，该县水务
部门协助李庄村已做好了总体规划 ，
该村正在申报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和
3A 级景区。

▲ 2月 6日，在芜湖市繁昌区年货市场，市民带着孩子置办年货，同时让孩子感受春节的传统文化。
本报通讯员 肖本祥 摄

带着孩子置年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