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路上的“领头羊”
———记含山县环峰镇三龙村党总支书记裴善权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连日来， 含山县环峰镇三龙村三龙
养羊专业合作社里，工人在抓紧施工。他
们要赶在梅雨季节前将两座新羊舍建
好。三龙村党总支书记裴善权也没闲着，
每天都要来现场盯着施工进度， 监督建
筑施工质量。

“这两座新羊舍与旧羊舍不同，降低
了养殖成本，便于羊粪回收利用，预计以
后一年卖羊粪就能赚两三万元。”看着两
座新羊舍雏形已现，裴善权满怀憧憬。

2014 年前，三龙村集体收入仅有山
场出租的 0.8 万元，脱贫攻坚难度很大。
作为村党总支书记，裴善权深知，只有做
到对村情、户情了如指掌，才能做到精准
帮扶。为此，他重点走访五保户、低保户、
重度残疾户和大病户， 及时掌握贫困户
第一手资料，与扶贫工作队、村“两委”干
部一起加班加点建立扶贫档案。

驻三龙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孙邦富，
对裴善权在扶贫工作中的表现看在眼
里。他告诉记者，裴善权的办公室里常年
放着一张小床， 加班晚了就在床上凑合
一宿。 还抓住点滴时间，通过自学、参加
培训等方式，学政策、补短板，提高扶贫
工作能力。

“光靠‘输血’只能解决暂时贫困，只
有‘造血’才能实现稳定脱贫。”裴善权和
孙邦富达成共识，全力发展扶贫产业。

裴善权是土生土长的三龙村人，知
道该村山林面积广， 农民最擅长的就是
养殖。于是，裴善权和扶贫工作队多次赴
巢湖、和县等地调研市场情况，并向省农
科院求教，最终确定发展养羊产业。根据
村里的实际，2018 年， 裴善权与扶贫工
作队探索出了一条“党总支+合作社+贫
困户”的产业扶贫发展新模式，利用政府
产业扶贫补助资金以及贫困户“两免”小
额信贷资金， 实行 “户联互助， 抱团发
展”，组织贫困户组建了含山县三龙养羊
专业合作社。

从选品种、饲料配方、肉羊育肥到母
羊育仔、疾病防治，再到合作社管理、产
品营销，裴善权都亲自过问。为了使合作
社如期产生效益， 他有时晚上就干脆住
在羊场， 有时太忙了就让妻子代他去看
羊场。每次羊羔到羊场，他就撸起袖子去
卸羊， 弄得一身羊粪。 经过两年多的发
展， 三龙养羊专业合作社养殖规模 700
多只，每个贫困户平均认养 6 只，每年每
户只需上山打饲料 500 斤交到合作社，
即可分红 3500 元。 去年，合作社产值达
到 150 万元。

“我们家也参加了合作社，裴书记还
帮我介绍了县城的工作。”三龙村小伙子
裴家文刚毕业不久，因为家庭贫困，需要
照顾老人，选择了回当地工作。

在扶贫工作中，裴善权坚持不搞“大
水漫灌”，实施精准帮扶，对没有安全住
房的，落实危房改造政策；对贫困家庭有
子女上学的， 帮助申请教育扶贫补助资
金；对就医确有困难的，主动与村卫生室
对接，解决就医难题；对有条件就业的农
户，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就业……去年，为
解决特困供养贫困户的养老问题， 裴善
权创新采取集中改造的方式， 在小刘和
潘湾 2 个自然村，盖起了整洁、结实的联
排平房。“除了保证五保贫困老人的居住
条件外，还考虑到他们年纪大，便于集中
照顾。 ”裴善权说。

“裴书记就是我们脱贫路上的‘领头
羊’！ ”如今，三龙村的群众提到裴善权，
都竖起大拇指。

截至 2020 年底，该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如期脱贫 ， 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到
68.8 万元 。 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提高到
1.523 万元，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今年 2 月 25 日，裴善权被授予“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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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印发《实施方案》

探索建立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长效机制
本报讯（记者 何珂）近日，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扶
贫开发工作办公室联合印发 《安徽省低
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
实施方案》。 “十四五”期间，我省将按照
“安全为本、农户主体、公开公正、因地制
宜”的原则，继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地
震高烈度设防地区农房抗震改造， 实现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探索建立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保
障长效机制。

《实施方案》要求，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对象主要
是农村低收入群体， 包括农村易返贫致
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
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
严重困难家庭等。为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对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和未享受过农村住
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
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给予支

持。 《实施方案》强调，通过农户自筹资金
为主、 政府予以适当补助方式实施农村
危房改造， 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
象住房安全保障的主要方式。 符合条件
的保障对象可纳入农村危房改造支持范
围， 根据房屋危险程度和农户改造意愿

选择加固改造、 拆除重建或选址新建等
方式解决住房安全问题。
我省鼓励各地采取统建农村集体公

租房、修缮加固现有闲置公房等方式，供
自筹资金和投工投劳能力弱的特殊困难
农户周转使用，解决其住房安全问题。村
集体也可以协助盘活农村闲置安全房
屋， 向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进行租赁或
置换，地方政府可给予租赁或置换补贴，
避免农户因建房而返贫致贫。 对于在 7
度及以上抗震设防地区住房达不到当地
抗震设防要求的农房， 要引导农户因地
制宜选择拆除重建、加固改造等方式，对
抗震不达标且农户符合条件的农房实施
改造。

◎ 保障对象主要包括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
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基本生

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等

◎ 鼓励采取统建农村集体公租房、 修缮加固现有闲置公
房等方式，供特殊困难农户周转使用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转办第二十七批环境信访举报问题查处整改情况公开
本报讯 （记者 夏胜为）4 月 8 日以

来，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
向我省转办环境信访举报问题。 我省高
度重视转办环境信访问题的查处整改工
作，要求各地各部门明确专人负责、立即
调查核实、按时上报公开。各地各部门第

一时间调查核实转办的环境信访举报问
题，坚持立行立改、即知即改、边查边改，
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依法
依规对失职失责人员严肃问责， 并及时
在媒体公开查处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截至 5 月 12 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二十七批 139 件环
境信访举报问题中，经查属实 138 件，不
属实 1 件；42 件已办结，97 件正在办理
中。 查处整改情况均已全部按要求进行
公开， 具体内容请查阅安徽省人民政府
网站、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安徽生态

环境微信公众号、各相关地级市党报、各
相关市人民政府网站、 各相关市生态环
境局微信公众号。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
已经结束，如果有情况需要反映，请致电
全省12369环保举报热线，或者登录安徽
省生态环境厅网站（http://sthjt.ah.gov.cn/）
互动交流栏目 “环境污染网上举报平
台”，也可以关注安徽生态环境微信公众
号，在其下沿菜单选择“我要举报”。举报
信件请寄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怀宁路
1766号。

5 月 12 日，蒙城县组织打
捞船对涡河水面进行清理。 5
月初开始，该县组织专业打捞
队对城区段涡河上游、阜蒙新
河河口闸附近河道阻水障碍

物以及影响行洪的水草、漂浮
物等进行清理，保障涡河安全
度汛。
本报通讯员 胡卫国 李涛 摄

清理河道保安全度汛

一季度全省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101%
本报讯 （记者 吴量亮 ）来自省经

信厅的数据显示 ， 一季度全省汽车产
量 35.1 万辆 ，同比增长 101.3% ，增幅
高于全国 26.4 个百分点。 其中新能源
汽车一季度产量 3.9 万辆 ， 同比增长
3.3 倍 。 前两个月 ，汽车制造业实现营
业收入 435.6 亿元 ， 同比增长 73.4%，
其中整车制造实现营业收入 207.5 亿
元 ， 同比增长 87.4%； 实现利润总额
10.6 亿元。

整车生产实现恢复性增长。 江汽集
团一季度累计生产各类汽车 14.91 万
辆，同比增长 77.4%。 奇瑞股份一季度累
计生产汽车 12.64 万辆 ， 同比增 长
79.18%。 合肥长安汽车一季度累计生产
汽车 7.68 万辆，同比增长 109%，实现产

值 64.9 亿元，同比增长 108%。 华菱汽车
一季度累计生产中重型商用车 4786 辆，
同比增长 46.85%。

新能源汽车特别是造车新势力发
展迅猛。 蔚来汽车通过拓展销售渠道、
加强品牌建设、 完善补能网络等措施，
销量逐月攀升， 稳居造车新势力之首，
一季度交付 20060 辆，也是该企业单季
度销量首次突破 2 万辆 ， 同比增长
423%。 奇瑞股份生产新能源汽车 1.41
万辆，同比增长 405%。 江淮汽车生产新
能源汽车 0.49 万辆。

出口继续保持旺盛势头。 奇瑞集团
一季度累计出口 5.34 万辆 ， 同比增长
101.6%。 江汽集团一季度累计出口汽车
1.5 万辆，同比增长 58.8%。

抓实突出环境问题整改
本报讯（通讯员 师实）根据省委统

一部署，5 月 12 日至 13 日，副省长王翠
凤深入马鞍山市督导调研。调研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狠
抓突出环境问题整改， 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

在石臼湖，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湖
长制，按照“大起底 ”要求 ，深入排查整
治，抓好湿地保护区规划修编，推动多规
合一，开展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
理，争创国家级示范河湖；加强与江苏南
京市的联防联控，开展联合执法，建立共
保机制、形成共抓合力；抓好汛情监测、

堤防巡查、水资源调度等工作，确保安全
度汛。 在博望河治理现场，调研强调，要
巩固提升黑臭水体治理成果， 加快推进
雨污分流管网建设，抓好面源污染治理，
确保水质持续稳定。在鹏程建材公司、马
钢公司凹山采场和五环报废汽车拆解公
司，调研强调，要以“不贰过”决心，加快
推进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件办理，一
项一项签单销号， 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
任务。 调研要求，要坚持更高标准，全面
自查自纠， 加强智能监测， 推动系统治
理，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牛实 记者 范克龙)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近日，副省长张曙光
深入固镇县、 宿松县调研企业、 走访群
众、接待信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调研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安徽重要
讲话指示精神，聚焦乡村产业振兴，促进
农民持续增收，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调研指出，要以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契机，扎实做好
农业农村各项工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要大力开展农业农村领域 “双招双引”，
吸引各种要素向乡村聚集， 提升农业产
业化水平。要以数字赋能传统农业，发展
数字乡村、智慧农业、农业产业互联网，
推动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要深入
实施“三大革命”“三大行动”，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升级版。要持续
抓好长江“十年禁渔”，巩固完善退捕渔
民安置保障政策体系， 实现退捕渔民从
“有生计”向“能致富”转变。 要压实防汛
抗旱责任，抓好监测预警、工程调度、抢
险支撑等关键环节，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外交部今年首期“地方课堂”落户我省
本报讯 （记者 殷骁）5 月 12 日，由

外交部干部司、 省委组织部和省外办主
办，中国外交培训学院、省委党校（省行
政学院） 承办的第十一期地方课堂暨安
徽省外事工作领导干部专题培训班开班
式在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举行。

据介绍 ，“地方课堂 ” 是外交部加

强全国外事干部队伍建设 ， 服务地方
外事工作的创新平台 。 本次培训系今
年首期 “地方课堂 ”，旨在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 ，推
进地方外事工作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

略 ， 贯彻落实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精神。

本次培训面向全省近 200 名外事
领域领导干部 ， 由外交部有关司局负
责人和省委党校 （省行政学院 ）专家授
课 。 培训围绕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
事 、开新局 ”要求 ，聚焦我省对外工作
新任务 ， 引导我省外事干部汲取红色
养分 ，坚定初心使命 ，提升服务新发展
格局和外交大局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
推动我省更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外事
协同发展。

4月份“安徽好人”揭晓
本报讯（记者 张岳）日前，经公众推

荐和专家评议，张婕等 11 人（组）入选 4
月份“安徽好人”。

他们是 ： 两赴边疆后又扎根藏区
支教的合肥市包河区居民张婕 ； 不忘
父亲嘱托只身守陵 37 年 、默默无闻传
承红色基因的涡阳县曹市镇辉山烈士
陵园管理员侯传宇 ； 精准施策让脱贫
驶入快车道 、 突发疾病倒在扶贫工作
一线的泗县瓦坊镇陡张村原第一书
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朱世群 ；践守
诺言热心公益 26 年 、引领爱心捐助扶
贫济困温暖人心的蚌埠市阳光爱心协
会会长沈智配 ； 照顾百岁婆婆 60 载 、
婆媳情深传佳话的阜南县公桥乡孟寨
村大周郢庄八旬老人梁娥 ； 精益求精
攻坚技术 、 勇于创新获 “全国劳动模
范 ” 称号的安徽中鼎减震橡胶技术有

限公司技术员 、 顶端连接板设计组组
长敖彬 ；冲锋一线进行矿山救援 、井下
突发意外英勇牺牲的铜陵有色非煤矿
山原应急救援队小队长陶海；团结出实
招激活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拔穷根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称号的石台
县七都镇新棚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江洪， 党支部副书记、
驻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舒仁善，驻村扶
贫专干乙飞 ，扶贫工作者叶品东 ；无偿
献血 3 万多毫升、热心公益扶贫助困献
爱心的安庆市无偿献血志愿工作者服
务队队长濮建明； 带着孩子去驻村、走
进深山助力健康脱贫的医生夫妻张建
明、徐晓婵；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花
季少年送上 “生命种子 ”的安徽省交控
集团高速联网运营公司党务纪检部职
员丁秀驰。

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本报讯 （记者 夏胜为 ）5 月 13

日， 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地质灾害黄色
预警：安庆市全境，六安市的金安区、
裕安区、舒城县、霍山县、金寨县，池州
市的东至县， 宿松县发生地质灾害的
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
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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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殷骁）
5 月 12 日下午， 我省首
场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
时代 ” 安徽优秀青年典
型事迹分享会在合肥市
五十 中 天 鹅 湖 校 区 举
办 。 该市公安 、教育 、医
疗等战线青年代表 200
余人参加。

活动现场为合肥市获
得全省五四红旗团委 （团
支部）代表、全省优秀共青
团干部、全国（全省）优秀
共青团员颁奖。分享会上，
第 23届“安徽青年五四奖
章”获得者、安徽医科大学
一附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
师刘钢，第 23 届“安徽青
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金寨
县希望公益服务中心理事
长周玉梅，第 24 届“安徽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国网
安徽电力公司淮河王家坝
行蓄洪区防汛抗灾电网规
划青年突击队代表马静、
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
备有限公司国产超导回旋
质子治疗系统研发团队代
表刘璐等优秀青年代表，

分别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清
华大学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心得体会，
分享他们跟党走的奋进历程和事迹。

据悉， 随后团省委还将在多地陆
续举办安徽优秀青年典型事迹分享活
动，以表彰先进、选树典型，集中展示
新时代青年听党指挥、 矢志奋斗的精
神风貌，激励广大青年奋勇建功立业，
以优异成绩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生态环保督察在行动·

六安发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报讯 （记者 袁野）5 月 13 日，记

者从六安市卫健委得知， 当日六安市裕
安区世立医院对一例就诊患者进行例行
核酸检测时，结果呈阳性，后经六安市疾
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 经专家组会诊
确诊为新冠肺炎（普通型）。

据了解， 患者张某某长期居住于六
安市裕安区城区，就职于当地某某影楼。
根据排查，该患者一直没有离开安徽，但
近期与来自省外的疑似阳性人员李某某

在影楼培训时有过密切接触。 目前该患
者流调溯源正在开展中， 相关情况将及
时公布。

事件发生后， 六安市迅速启动应急
响应，组织开展流调追踪、隔离管控、核
酸检测、环境消杀等工作。 目前，已排查
密切接触者 56 人，全部进行隔离，其家
人及亲属等 11 人完成核酸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 其他人员核酸检测完成后将及
时公布结果。

肥西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报讯 （记者 许根宏 ）5 月 13 日

晚， 合肥市肥西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通报称 ，2021 年 5 月 13 日上午 11 时
许， 根据六安市裕安区推送阳性检测者
张某某的密切接触者信息，在省、合肥市
统一指挥下， 肥西县立即组织对有关人
员开展流调、隔离、采样、送检等工作。15
时许，经合肥市疾控中心检测，省外人员
李某某（女，27 岁）为阳性，并经省疾控
中心复核确认为阳性。 18 时许，该患者
被送至合肥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经流调，此患者 5 月 8 日抵达肥西
后，一直未离开肥西。 目前，初步流调该
患者在肥西的密接者和次密接者共 122
人，均实施了隔离观察 ，首次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其余涉及外地的密接者和次
密接者正在发出协查通报。 肥西县卫生
健康委员会表示，流调工作正在深入开
展，相关情况将及时发布。 请广大市民
不信谣 、不传谣 ，主动配合相关部门开
展防控工作，认真落实常态化个人防控
各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