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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荷香

本报通讯员 陈波 文 ／图

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 是壮大农村经
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
段。 近年来，霍山县抓住乡村振兴机遇，坚
持“党建引领、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凝聚合
力、多元发展”的原则，依据本地资源禀赋，
坚持市场导向，突出产业发展，引导发展产
业带动型、资源开发型、乡村旅游型、投资
收益型等 “十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形成“合力推动、上下联动、示范带动、区域
互动”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局面，走出一
条各具特色、多元发展的强村富民之路。

党建引领，村支部“换血”换思路

“那一片 30 亩是刚采收完的洋甘菊，
这边 160 亩正在打花蕾的是金丝皇菊。 为
错开花期， 今年我们村还新种了 100 亩七
月菊，9 月底就采收了。 粗算一下，今年仅
菊花收入就有 200 万元！ ”看着一望无际的
菊花田，霍山县但家庙镇花石嘴村 46 岁的
村党支部书记倪勇满眼憧憬。

2018 年前，花石嘴村还是一个村集体
经济收入基本为零的“空壳村”。 由于缺乏
经费保障， 村内公共服务和基础配套设施
都不完善，也解决不了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只能通过“等、靠、要”上级资金扶持过
日子。

“花石嘴村原村‘两委’班子年龄结构
老化，思想比较保守，缺乏干事创业的信心
和勇气。由于村集体经济长期空白，被列为
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对象。 ”但家庙镇党
委书记储著时介绍说，“我们先从抓党建抓
人才入手，通过村‘两委’换届，给花石嘴村
来了个大‘换血’。 ”

集体经济发展的 “主心骨 ”是村 “两
委”班子。近年来，霍山县出台文件，把讲政
治、能力强、善经营、会管理的人选进村“两
委”班子，由村党组织书记切实担负起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的主要责任，带领村“两委”
班子开拓创新，带头发展致富项目。

通过组织考察， 但家庙镇从镇内企业
“挖”来一名分管负责人倪勇，由他村书记主
任一肩挑。 现在村班子 50 岁以上 1 人，40-
50 岁 2 人，40 岁以下 2 人。 班子成员本科 1
人，大专 2 人，高中 1 人，大专在读 1 人。

村班子年龄下来了，学历上来了，干劲
和闯劲也都上来了。 作为村党建第一责任
人， 倪勇将企业成功经营理念搬到村集体
经济经营上来，创新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
通过一系列激励措施， 增强了党组织的凝
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村班子干事创业的
热情充分调动起来。

花石嘴村“两委”多次组织相关成员外
出观摩学习，瞅准了种植难度小、收益周期
短、 土地回报高的艾草和药用菊花项目。
2019 年 7 月，花石嘴村注册成立了“霍山
县花石嘴艾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先后
流转了 360 余亩土地进行金丝皇菊、 徽州
贡菊、洋甘菊等多品种菊花种植。

如今的花石嘴村已经成为全县菊花种
植业的领头雁。 村级集体经济结构也由过
去单一的财政扶持， 逐步转变为自主经营
复合发展模式，走上了经济发展快车道，曾
经一无所有的“空壳村”，如今一举跨入全
县集体经济强村行列。

深耕厚植，“红灯笼”照亮富民路

国庆过后， 秋色渐浓。 从霍山县城沿
G346 西行 30 余公里便进入有着大别山
“红色小镇”之称的漫水河镇，一路上处处
可见贴着“漫水河红灯笼”标牌的家庭销售
专柜，里面摆满了一罐罐色泽红艳、滋味酸
爽的泡辣椒以及干豆角、木耳、香菇等其他
土产品，形成一道独具特色的乡村风景线。

在去年建成的“红灯笼”辣椒种植示范
基地里，漫水河镇道士冲村党支部书记巩卫
国看着一筐筐刚刚采摘上来的辣椒，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今年受连绵阴雨天气影响，一
亩只能采摘红辣椒 500 多公斤，但价格要比
往年好，现在鲜椒卖到 3 元一公斤，做成泡
椒的话能卖 26 元一罐。 今年光红灯笼辣椒
这一块，我们村也能挣个 10 多万元了！ ”

漫水河镇地处大别山腹地， 独特的小
气候孕育了“红灯笼”辣椒这种极具地方特
色的辣椒品种，果大 、个圆 、色红 ，皮薄肉
厚、辣中带甜，富含钙 、铁 、磷和多种维生
素，主要作为泡菜的优质原料，也可鲜食或
加工成辣椒酱， 一直是当地百姓宴请宾客
的传统佳肴、 馈赠亲友的特色礼品。 2019
年，漫水河“红灯笼”辣椒被列入省级种质
资源名录库。

“红灯笼”辣椒在漫水河镇具有悠久的
种植历史，家家都有腌制“红灯笼”辣椒的习
惯。 漫水河镇积极引导农户科学化种植、规
范化生产、规模化经营。 在道士冲村和新铺
沟村共建成“红灯笼”辣椒种植示范与良种
扩繁基地 102 亩， 向农户提供优质辣椒种
子，带动周边农户种植 1000 余亩，直接参
与农户 1200 余户。 在两村各建成一处规范
化泡椒生产厂， 正在争取通过 SC 食品认
证。 目前全镇已有较规范的加工厂 7 家，小
加工户 40 余家，年销售“红灯笼”辣椒泡菜
45000 坛，户均纯收入 8000 元，产品畅销合
肥、淮南、蚌埠、武汉等地，产业链初现雏形。

“特色农业品种是我们乡村发展的宝
贵资源。 我们正在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推动产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
标准化生产认证，围绕特色产业，打造现代
农业全产业链，让‘红灯笼’照亮山区群众的
致富道路。 ”漫水河镇党委书记邱前东说。

因地制宜，空心村变身“百万村”

时近深秋， 霍山县与儿街镇山王河村
的 100 余亩七尖艾草已经完成了收割，村
里的艾草加工厂里机器隆隆，身影匆匆，十
几个在这里务工的村民忙得热火朝天。 60
岁的脱贫户倪昌珍正在带领村里的大妈们
忙着加工订单上的艾叶浴包。在她手中，原
本外貌平凡的艾叶浴饼， 别出心裁地添加
了干玫瑰花瓣后，马上就有网红的颜值。

“经过我们的努力，艾草加工厂已经研
发出 9 类 14 种艾草产品，在线下线上同时
销售。 截至去年 12 月，销售额 30 多万元。
今年初，又接到了 500 万元的产品订单。 ”

站在村旅游接待中心的展示柜台前， 村支
部书记孙胜拿出一样样精美馨香的艾草产
品，乐得合不拢嘴。

曾经的山王河村是个村集体经济几乎
为零的“空心村”，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
滞后，农民增收渠道不畅，缺乏稳定收入来
源。 在去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堰村挂职
副书记回来后，孙胜把自己在黄堰看到的、
听到的、想到的和“两委”班子一合计，大家
纷纷表态支持： 既然人家能让土地变成金
子，咱山王河村也能成！

2016 年， 山王河村将 100 亩集体林山
流转给回乡创业青年李庆中， 成立月亮湾
家庭农场，发展苗木、油茶、养殖业，村级集
体经济收获土地流转金 9800 元。 正是这
“第一桶金”， 让整个村班子看到了壮大村
集体经济的希望， 坚定了做活土地文章的
信心。

同时， 组织引导村干和群众代表多次
外出学习，先学“面子”，后学“里子”。 山王
河村最终确立了“因地制宜、立足土地、升
级产业、多元发展”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思
路。 2017 年初，山王河村把涉及 8 个村民
组的 500 亩零散土地集中起来， 流转到村
集体手上，进行水改旱，重点对道路、涵洞、
渠道排水进行改造，种植油菜，打造花海基
地。 2019 年 9 月中旬，花海项目收获 15 万
公斤水稻，500 亩花海也成为该县乡村旅
游环线上的重要节点。

到 2020 年，全村共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项目 13 个，涉及农业种植、苗木培育、特色
养殖农产品加工、旅游观光和附属服务等，
总收入达 149.54 万元。 如今的山王河村已
今非昔比， 游客接待中心游人不断， 以花
海、龙虾、油茶、白及、艾草、苦丁茶六大基
地为节点，打造全村 13 公里的特色农业观
光带，500 亩七彩花海远近闻名，1100 亩龙
虾养殖基地规模经营， 艾草加工厂方兴未
艾，100 千瓦光伏电站扶贫见效，农机合作
社日进颇丰。 “村村通”水泥路四通八达，美
丽乡村建设设施完善， 中心村庄的路灯照
亮了村里的路，也照亮了老百姓的心。

垃圾分类有新招

■ 本报通讯员 陈淑敏 崔媛媛

合肥市新站高新区围绕垃圾分类过程打出组合拳，从设施配
置、规范收运、分类宣传入手，破解垃圾分类难题，推动垃圾分类工
作做细做实。

“四分两定”模式，破解垃圾混投难题。新站高新区采取“四分两
定”这一管理模式，开展前端分类投放收集工作。 硬件设施方面，建
设了 191 座小区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 投放点内装有杀菌除
臭、高压清洗、空调、洗手池、监控等设施，每一类投递口下方都有清
晰的投放指南。 走近投放点，投递口便自动开启，伴有智能语音提
示，方便居民精准投放生活垃圾。

另外，新站高新区招募 400 名垃圾分类督导员建立现场引导队
伍，采用“盯桶战术”，每天 6 点至 9 点、18 点至 21 点在集中投放点
前值守，引导劝诫居民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实现“居家分类—定时定
点投放”的良性循环。
规范垃圾收运体系，破解混收混运难题。新站高新区配套各类垃

圾分类收运车辆 66 辆，优化“四类”垃圾收运模式和收运线路、收运
时间与频次，推行“公交站点式”收运方法，合理设置收运站点，对全
区生活垃圾分类密闭收运。对农贸市场专门设置了一条厨余垃圾收
运路线单独收集。

加大宣传普及力度，破解居民参与度难题。 新站高新区成立党
员志愿者队伍，利用小区宣传栏、公示栏、楼道垃圾分类海报、宣传
手册等充分开展宣传， 持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宣讲、“小手拉大
手”、设置“红黑榜”等，充分调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提高分类准确率。

联手护航未成年
■ 本报通讯员 汪萍 马家贵

为加强校园法治教育， 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自
觉性，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近日，肥西县花岗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联合派出所综治办、司法所走进花岗初级中学，开展“净
化环境 护航成长”法治专题宣讲活动，该校近 260 名师生到场聆
听了宣讲。

活动中，干警们将法律知识与初中生日常生活学习情况紧密结
合，援引现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分别对反邪教、禁毒宣传教
育、反欺诈安全防范、铁路交通安全、应急安全等知识开展教育宣
传， 引导该校师生运用法律武器和安全防护知识来规范行为举止，
约束自己、保护自己。

宣讲员通过增设趣味问答环节调动师生们的积极性，学生们踊
跃举手参与，现场气氛活跃。 宣讲结束后，在志愿者引导下，师生们
有序来到宣传展板前观看，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

据悉，为深入创建平安校园、文明校园，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和法治观念，花岗镇文宣办、派出所、综治办、司法所等部门单
位每年联合开展多次“法治进校园”“文明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努力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家风家训晒墙上

■ 本报通讯员 钱续坤 何宏峰

深秋时节，走进怀宁县凉亭乡凉亭社区，只见一条条平坦宽阔
的水泥路进村入院，一排排风格统一的民居镶嵌原野，一处处花团
锦簇的农家院落干净整洁，更为显眼的是那“晒”在墙上的红色牌
子：“孝敬老人，严教子孙；尊老爱幼，亲穆存心”、“贫贱不移心智，富
贵不忘济贫”……这些家风家训像一道道美德的风景线，使人能够
时时受教育、处处受警醒。

“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立足本地淳厚的传统
文化和家族宗谱，不断挖掘蕴含在每家每户的‘好家风’基因，持续
开展了‘传家风、淳民风、正社风’系列活动，树立起人人崇尚良好家
风、家家争创和谐家庭的新风尚。 ”据凉亭乡乡长张凌霞介绍，该乡
10 个行政村和 1 个居委会共挖掘出 17 条家风家训，并由乡里统一
制作成精美的小牌悬挂于大门口对外展示，目前已完成 121 户农户
家风家训上墙工作。

“要想带动广大群众以家风带民风，以民风促社风，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上墙’只是第一步，‘上心’则更
为关键。 ”凉亭乡党委书记何凡说。 为此，该乡一方面注重在文化传
承上做文章，现已建成一处民俗文化陈列馆、一处农耕文化长廊，让
村民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父慈子孝、妻贤家睦、亲帮邻助、报效祖国
等优良品性；另一方面坚持每月网上推荐“身边好人”6 名，每季度
推报“怀宁好人”1 名，将身边好人好事整理上墙，制作“好人榜”，建
立“名人堂”，使身边的好人典型既“立”起来还“传”开来，同时注重
发挥好人事迹档案的教育资源“聚合”功能和价值引领“航向”作用，
为推动全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照亮孤儿求学路

讲述人：桐城市新渡镇永久村 黄黔玉

整理人：本报通讯员 孙传银

我今年 22 岁，是名孤儿，现是南京财经
大学一名大三学生。 在我还在襁褓中时，被
我在外地打工的养父抱回家抚养，当时养父
近 40 岁了。 养父家贫一生未曾婚娶，抱养我
后既当爸又当妈，对我疼爱有加 ，家里有好
吃的总先让我吃个够，逢年过节都给我买新
衣。 因我年幼，养父无法外出打工，只能守着
家里 2 亩薄田维持我父女俩生活。 到我上学
的年龄，父亲把我送到学校。 父亲对我不是
亲生胜过亲生， 一直教育我要好好学习，将
来做有用之人。

我在父亲严厉的眼神中读书， 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每当我拿回学校的各种奖状，父亲
都勉励我要再接再厉。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
转眼到我 15 岁了，正面临中考时，父亲被查
出肝癌晚期，5 个月后父亲去世了。 而我也考
进省重点高中。 父亲去世前把我的身世详细
告诉了我：我原本是弃婴，叫我有机会一定要
回原籍寻亲问根。 并央求我三叔在他死后一
定要将我抚养成人，三叔含泪答应下来，但三
叔家也有两个孩子，家庭条件一般。

2014 年 10 月的一天， 镇村领导入户走
访，看到我的困境，第一时间对照政策，让我
享受“困难人员救助金”，维持生活。这项民生
工程标准不断提高， 今年我的孤儿补助已提
高到每月 1100 元，还有每年孤儿助学工程补
助 1 万元。 今天，我能坐在教室里读书，是党
和政府民生工程好政策， 陪伴我这个孤儿一
路走来，让我不再为生活而担心，使我能全身
心地投入学习。

我常想起辅导员对我的教导：“你获得了
国家诸多民生工程的资助， 一定要心怀感恩
之心，回报社会！ ”党的民生工程对我的帮助
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鼓励，这让
我感受到了家的温馨， 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
的学习机会！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感谢
民生工程对我的资助， 让我求学的路上撒满
阳光。 我会继续努力，刻苦钻研，将来用知识
回报国家，回报社会！

·百姓说事·

蒙城县大力推行“双创”，出台税收、用地、用工等优惠政策，吸引
“老乡”返乡创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图为该县板桥集镇返乡
创业园内，附近村民在一家晾衣架生产企业务工。

本报记者 武长鹏 胡娅莉 摄

返乡创业 助农增收

近日， 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镇新建社
区志愿者向留守儿童传授剪纸技艺， 让他
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作为大通区“三社
联动”项目试点社区，社区志愿者在专业社
工的指导下， 为社区儿童搭建起动手、动
脑、启迪智慧的学习交流平台。

本报记者 柏松 摄

为鼓励全民参与阅读， 提升县城文化
品位， 肥西县近年来建设了一批集全民阅
读、推广活动、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阅
读阵地———城市阅读空间及书吧。 截至目
前，该县已建成 15 个城市阅读空间，总藏
书量约 11 万册。 图为读者正在城市阅读空
间里认真阅读。
本报通讯员 余柳 本报记者 许蓓蓓 摄

传授剪纸技艺

建设阅读阵地

霍山县但家庙镇花石嘴村大力

发展七彩花海等项目，， 集体经济已
跻身““百万村””行列。。

强村富民““小康梦””
合力共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