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3 日，阜阳市颍东区插花镇千亩标准化温室大棚内，农民正在采摘西红柿。
近年来，颍东区着力打造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标准化种植蔬菜约 9.5 万亩，年产约 24万吨蔬菜。

本报记者 杨竹 本报通讯员 戚武奇 摄

责编/胡劲松 版式/常欢欢2021年 4月 6日 星期二区域新闻8

特色渔业开辟增收新空间

■ 本报记者 洪放

近日， 在望江县雷池乡青草湖社区
特种水产养殖温控大棚基地， 记者看见
4 个巨大的透明塑料棚一字排开。 不同
于一般温室大棚种植蔬菜、瓜果等，基地
里一条水泥路贯穿整个大棚， 两边分列
的是两口鱼塘。 “别看现在水面静悄悄，
这里头可养着不少鲈鱼呢。 ”大棚管理员
徐斌用自动投饲机撒下饵料， 鱼儿争相
抢食，水面顿时热闹起来。

2017年底，雷池乡为解决产业项目小
而散、抗市场风险能力弱、扶贫资金收益偏
低的问题，决定整合扶贫资金 450万元，新

建特色水产养殖温控大棚基地项目。
“我们这里水面资源丰富，本地不少

村民都以养鱼为生， 引进先进的设施渔
业，一是考虑到有不少养鱼能手，另一方
面也是希望引导传统渔业养殖升级转
型。 ” 雷池乡宣传委员童小兵向记者介
绍，基地共建有 4 个大棚，每个大棚 2 块
塘口，水、电、路、热等配套设施齐全。 大
棚建好后， 由青草湖社区养殖户胡学苗
承包， 每年向乡里上缴项目总投资额的
6%作为固定分红，该份收益则由全乡 12
个村（社区）共享。大棚投产以来，每年每
个村都会获得 2 万元以上的收入。

“虽说养了 20 多年鱼，但养特色鱼

类还是头一回。 我把在外学习的知识反
复琢磨试验，才有了比较稳定的收益。 ”
胡学苗告诉记者，4 个大棚主要养殖鲈
鱼、黄颡鱼、罗氏沼虾 3 个品种，这些鱼
虾品种经前期市场调研， 市场需求量不
小，受气候条件所限本地养殖的却不多，
因此瞄准了这一商机。

“这些鱼类对温度要求较高，温室大
棚就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 你看这个温度
计能测出实时水温，现在 15℃左右，是比
较适合鲈鱼生长的。 ”指着塘口边的温度
计，胡学苗告诉记者，温控大棚上方的管
道是送热管道， 冬天即使是最冷的天气
里，大棚温度也能控制在 15℃以上。 此外，

棚内还配备了自动投饲机和增氧机等设
备，仅需一两个人就能完成日常管理。

温控大棚不仅能养特种鱼， 最重要
的是产量也翻了两倍。胡学苗说，传统的
露天养鱼，春天下苗、冬天捕获，一年一
般只能养一季， 而在温控大棚里能养上
两到三季。 仅去年 4 个大棚年产鱼虾就
有 28 万斤左右。

“温控大棚项目还配建了净化设施，
可实现水循环利用。 ”童小兵说，特种水
产养殖温控大棚基地还为周边包括脱贫
户在内的 20 余户农户提供优质种苗，并
提供免费的养殖技术与销售服务， 带动
他们共同发展。

4 月 3 日 ，“春游江淮 ，2021
焦岗湖旅游”活动在淮南市焦岗
湖国家湿地公园启动。 近年来，
淮南市倾力打造焦岗湖清明踏

春游旅游文化黄金线 ，培育 “楚
汉文化、红色经典、人文山水、豆
腐养生”旅游品牌。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焦岗湖畔春意浓

党建聚民心 信用生真金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方盼亮 李曙

4 月 1 日， 铜陵市义安区胥坝乡田
野间菜花金黄、麦苗碧翠。 刚刚拿到“3A
信用户” 证书的长杨村种粮大户周红亮
乐呵呵地走在田埂上。 “我准备先贷款
20 万元，买一些农资，再添置植保机等
现代农业机械。 ”周红亮告诉记者，他早
就盘算好了，一定要用好这张证书，更好
地用于扩大生产。

为完善金融服务“三农”体系，近年

来义安区推出“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行
动方案，将基层党建工作基础、经济发展
条件和信用体系建设水平都较好的胥坝
乡和老洲乡选为试点先行单位，以乡镇、
村党组织为推选主体， 会同银行业金融
机构对农户信息进行采集评定， 评选出
信用户和信用村，从低到高依次为 A 级、
2A 级、3A 级。 根据信用等级的不同，信
用户最多可以从银行贷款 30 万元到 50
万元不等， 贷款年利率也会比普通贷款
低 0.5%到 1%，而且随用随贷、手续更加
简便。 信用户和信用村的信用等级实行

动态管理。
胥坝乡长杨村连续两年被评为“3A

信用村”。 “此举为农户增添了资金保障，
大家干事的劲头更足了， 产业都朝着规
模化方向去发展， 村里原本闲置的土地
都被充分利用起来。 ”长杨村党总支书记
方正宏告诉记者。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调动了更多
金融资源向农村集聚， 同时也对构建农
村信用体系、 涵养文明乡风有着促进作
用。方正宏告诉记者，长杨村信用户的评
分项目结构为 “5+3”：“5”是指 “乡风文

明”中的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公益事业、
乡村工作和诚信守法，“3”是指“个人资
信”中的家庭总资产、债权债务、家庭年
纯收入。

“我们突出了‘乡风文明’在信用户
评定过程中的评分比重，评分越高，信用
等级越高，享受到的金融政策就越多，而
且村里还会在评先评优、发展党员、参军
入伍以及用工、 劳务聘用等各方面予以
优先考虑。 ”方正宏说，通过这种方式，村
级治理水平也有长足提升， 邻里纠纷少
了，好人好事多了，干群关系更加融洽。

目前，“党建引领信用村” 建设已在
两个试点单位采集录入农户信用信息
16525 户，评定信用户 13629 户、3A 级信
用村 18 个、2A 级信用村 3 个，银行授信
金额达 1.75 亿元，实际发放贷款 261 户、
贷款金额 1907.5 万元。

文明祭扫渐成新风尚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4 月 4 日，在黄山市屯溪区徽陵公
墓入口处， 志愿者一早就设立了文明
祭祀宣传展板和鲜花兑换服务台，宣
传绿色低碳祭扫理念，开展“鲜花换纸
钱”活动。

“今年清明节期间，全市开展各类
文明祭祀宣传活动 900 余场次， 兑换
和发放鲜花 20 万余朵，引导市民用绿
色环保的文明祭祀方式替代焚烧祭祀

旧俗。 ” 黄山市文明办负责人介绍，
2019 年在全市各公墓和农村集中安葬
点推出“鲜花换纸钱”活动以来，用鲜
花代替香纸冥币的文明祭扫已渐成新
风尚。

3 月 22 日， 黄山市文明办发出清
明祭祀“三做起”倡议书，即祭奠英烈
从我做起、文明祭祀从我做起、平安祭
祀从我做起， 把组织祭扫活动与传播
优秀传统文化相衔接， 与弘扬优良家
教家风相结合，倡导用清扫一次墓地、

敬献一束鲜花、植一棵绿树、读一篇祭
文和网上祭祀等方式， 缅怀先人寄托
思念，争当文明祭祀的先行者、平安祭
祀的维护者、移风易俗的倡导者。 今年
起， 黄山市民政部门也把祭扫服务网
络平台建设， 作为为群众办实事的重
要举措，在殡仪馆、陵园、公墓等殡葬
服务机构开通网络祭扫通道， 方便市
民网上祭奠先人。

清明节前后，黄山市组织党员干部
群众赴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等红色阵
地，开展扫墓祭奠、党史教育、重温入党
誓词、红色经典诗词朗诵等活动，开展
“2021 年网上祭英烈”活动，目前线上
线下参与活动 17 万余人次。

贴心服务涵养祭扫文明
■ 本报通讯员 季晓佳

王卫国 本报记者 周连山

4月 4 日，记者在明光市九龙
山陵园看到， 前来祭祀扫墓的市
民络绎不绝， 陵园管理部门在醒
目位置摆放着冥纸换鲜花、 免费
领取黄丝带提示牌， 一些市民免
费了领取黄丝带和心愿卡， 写上
思念之语悬挂在追思墙上。 市民
姚先生告诉记者， 他对陵园采用
纸换鲜花，劝导市民少焚烧、少用
塑料制品表示非常赞同， 并希望
每个市民都积极响应。

今年明光九龙山陵园不但
推出了纸钱换鲜花 、 赠送黄丝
带、 提供心愿卡寄托追思等活
动， 还推出了代为集中祭扫、洗

墓祭奠、 网上祭奠等追思形式。
在九龙山陵园公墓，记者遇到前
来祭扫的陈女士 ， 在先人墓碑
前，陈女士用带来的抹布先给碑
座、墓碑等擦洗干净 ，敬上带来
的一盆鲜花，然后深深地鞠了三
个躬。 陈女士告诉记者，清明祭
祀表达的是对已逝亲人的思念，
鲜花祭祀低碳又环保。

明光市民政局还组织志愿
者走进陵园开展 “绿色祭祀”劝
导文明志愿者服务活动。 该局副
局长张志勇说，全市各地纷纷推
出各种贴心服务，提倡一束鲜花
祭故人，一张卡片寄哀思 ，旨在
引导广大市民厚养薄葬，进一步
涵养生态、文明、绿色、环保祭扫
新风。

云上祭扫方便市民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李鹏

清明节期间，亳州在“皖事通”App 推出“云
祭祀”服务，发起文明线上祭祀活动，深入推动
移风易俗、倡树文明祭扫新风。

记者在 “皖事通”App 上看到，“云祭祀”提
供了多种祭祀方式， 引导群众进行文明祭扫。
市民在“皖事通”App 亳州栏的“热点服务”点击
“云祭祀”或者点击“皖事通”App 首页上方搜索
栏，输入“云祭祀”，选择进入对应服务。 进入跳
转页面后，继续点击右下角“寄托哀思”图标。

查询到故人信息之后，市民进入“故人空
间 ”，可选择思念寄语 ；或选择鲜花 、点蜡 、上
香 、祭酒 、送钱 、花圈 、叩拜等祭祀行为 ，点击
“发送”按钮，完成云祭祀。 搜索不到故人信息
的，也可进行“创建故人”，完善信息后，点击保
存，等待审核人员审核后，即可进行祭祀。

淮南征集“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

本报讯 （记者 柏松 ）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 ，淮南市通过报纸 、电视 、
市政府门户网站 、“淮南发布 ” 微信公
众号发布征集公告 ，向各县区 、市直单
位和社会各界征求 “我为群众办实事 ”
事项意见建议。 截至目前，淮南各县区
和市直单位已报送 “我为群众办实事 ”
事项 280 多项 ， 社会各界反馈意见建
议 230 多条。

此次征集的实事事项分为就业、教
育、社保、卫生、养老、托幼、住房、交通、
城乡建设、乡村振兴、食药安全、文化体
育、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等 14 个方面，重
点解决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 征
集实事清单注重普惠性、可操作性、时效

性，着重解决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覆盖面
广、民生关联度高的问题，把有限财力和
资源用在改善民生上，做到当年实施、当
年见效。

目前，该市“我为群众办实事”征集
的事项主要集中在道路、 老旧小区、公
交站台、菜市场改造等便民利民基础设
施建设 ，以及促进居民就业 、教育资源
均衡发展 、城市规范管理 、食品药品安
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矛盾纠纷化解
调处、采煤沉陷区村庄搬迁等涉及群众
切身利益方面。 在优化营商环境、简化
办事流程、缩短审批时限、推进“最多跑
一次”改革等方面 ，该市也征集到一批
意见建议。

淮北矿业举办红色集藏展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陈磊

王军）3 月 30 日，淮北矿业集团工会、淮
北矿区文联联合举办“永远跟党走”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红色集藏展。
展览成为当地各基层党支部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的重要载体， 吸引了大量基层干
部群众参观。

此次展出藏品从大量报名参展的红
色藏品中筛选而出，以邮集、票证、宣传
画等实物为主，从理论思想引领、红色革
命足迹、科技工业发展、岁月沧桑记忆、
青山绿水胜境、 时代精神情怀等六个方

面， 集中融合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来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以及党领导
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据淮北矿业集团负责人介绍， 参展
的红色藏品具有淮北矿区特色及煤炭工
业文化特色， 将充分利用好这些红色资
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讲好红色故
事，打造红色品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不断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从
国家煤炭工业发展建设的历程中汲取奋
进勇气。

宿州党建引领提升物业管理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宿州市埇桥
区着力打造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
业委会、 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联动物业
服务管理体系， 以党建引领提升物业管
理水平，助推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截至
目前，“红色物业”已覆盖宿州主城区 11
个试点街道，总服务建筑面积 352 万㎡，
总服务户数 3.3 万余户。

宿州市埇桥区指导各地建立“红色
物业”企业、街道“红色物业”服务中心、
社区“红色物业 ”服务站三级联动物业
服务平台，加强党组织对物业服务管理
工作的领导。 将住宅小区分为市场化物
业服务小区、 老旧住宅小区两大类，因
地制宜 、精准施策 ，分类推进 “红色物
业”覆盖。

该区将党的建设贯穿物业企业和
业委会建设全过程，积极推进物业服务
企业和业委会建立党的组织。该区推行
“双向进入 、交叉任职 ”，推荐党员通过
法定程序进入业委会，街道社区选派优

秀党员干部到物业公司担任党建指导
员和物业服务质量监督员，推荐物业公
司党组织负责人作为社区大党委“兼职
委员”人选。同时，通过购买服务和以奖
代补方式，给予服务公司公益性实体补
贴，积极协调政法 、公安 、司法 、民政等
部门 ，组建专家团 ，为物业管理提供法
律援助、专业咨询等上门服务。 发挥街
道社区党组织联结纽带作用，建立并常
态落实“社区党组织 、居委会 、业委会 、
红色物业公司” 四方联席会议制度，全
面推行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
民事民评“四民”工作法，对涉及物业管
理的重大事项、重大问题，共同商议、及
时解决 ，形成群策群力 、共解难题强大
合力。

该区还引导 68 家驻区单位与街道
社区签订共驻共建协议，将 39 个非公企
业和社会组织等共建力量纳入 “红色物
业”体系，组建 “红色物业 ”志愿服务队
伍，招募志愿者开展各类服务活动。

萧县开展新型农民培训后续服务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兰

凯） 萧县扎实开展新型农民培训后续跟
踪服务，提升参训学员的经营管理水平、
专业服务技能和劳动生产能力。 今年以
来， 全县农技人员累计跟踪服务参训学
员 5148 人次，帮助学员解决生产问题达
2 万例。

萧县完善农技人员跟踪服务培训学
员机制，根据产业分布、农业类型、培训
学员特点， 统筹利用基层农技人员和培
训机构师资力量， 推进训后跟踪服务助
力农业产业发展。据统计，萧县新型职业
农民引领创办各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2 家、 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789 个、各
类家庭农场 1021 个。

该县搭建交流平台 ， 开展政策宣
讲 、项目推介 、专业技能大赛等活动 ，

巩固提升参训学员专业技术和经营管
理水平。 支持参训农民参加展览展示、
创新创业创意大赛 、 跨省区交流等活
动 ， 促其拓展理念视野 ， 激发创新活
力。 整合政策资源，引导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向参训农民倾斜 ， 鼓励其流转土
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 在示范农民合
作社 、 示范家庭农场评选中对参训农
民给予倾斜 ， 激励引导其发挥所学特
长 ，更好创业发展 。 以培训为纽带 ，促
进参训农民结合所学知识技能 ， 在产
业发展 、生产服务 、营销促销等方面开
展联合与合作 ，组建专业合作 、资金合
作、股份合作等多形式 、多类型的合作
经济组织 ，增强市场影响力 ，促进现代
农业高质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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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柏松 通讯员 吴喆

敏）为加快补齐工业
短板，淮南市田家庵
区整合玻璃产业集
群，推动企业升级改
造生产线，促进精品
玻璃产业集聚区发
展壮大。

田家庵区先后
培育出淮河玻璃、延
晶之源玻璃、清雅工
贸、宏禄包装等一批
玻璃产业相关企业，
初步形成了以发强
玻璃公司为龙头的
玻璃产业集群，涵盖
日用玻璃 、 建筑玻
璃、玻璃工艺品制造
以及包装纸箱、贴花
等多个领域。 玻璃产
业集群共有相关企
业 20 余家， 涉及玻
璃生产、 精加工、配
套设施生产等多个
产业，年总产值 5 亿
元以上 ， 出口至美
国、欧洲、韩国、东南
亚等国家和地区，年
创外汇约 1500 万美

元，解决就业岗位 2600 多个。
该区整合玻璃产业集群 ， 规划

建设高端精品玻璃制造 、 原材料供
应、能源供应、物流保障、外贸服务 、
就业服务 、 产品延伸服务等 7 条产
业链，打造精品玻璃产业园。 同时开
展 “精准服务民营企业 ”系列活动 ，
帮助企业解决难题百余件 ， 帮助企
业升级改造生产线 10 余条 ，协助企
业开展生产设备 、 生产技术等研发
攻关 ， 助推日用玻璃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