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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众过上好日子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六安市裕安区分路口镇党委书记巴士卫

■ 本报记者 袁野

记者来到六安市裕安区分路口镇的
古城村时，尽管天色渐暗，但村部旁的丰
泰农产品有限公司蔬菜大棚内， 仍是热
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今年行情特别好，花菜、西兰花等
蔬菜供不应求。 依靠蔬菜产业和传统的
粮食生产 ， 村集体经济今年有望突破
100 万元大关。 ”说起村里产业发展，村
党支部书记谭家保满脸喜悦。

古城村在 2014 年还是建档立卡贫
困村，短时间内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
分路口镇党委书记巴士卫的努力。

今年 50 岁的巴士卫头发已经花白。
他曾在中央警卫师服役， 退役之后选择
了在乡镇继续奉献自己的光与热， 一干
就是 25 年。

2019 年，巴士卫调到分路口镇担任

党委书记， 该镇的村级集体经济较为薄
弱，发展产业困难重重。 “乡村要振兴，就
必须先振兴产业。产业要发展，村干部必
须有发展意识。 ”巴士卫告诉记者。 到分
路口镇工作后，他发动各村党支部，立足
本村的乡贤人才、自然资源、传统产业等
优势，因地制宜壮大产业。

“古城村的蔬菜和粮食种植一直是
其主导产业，但是基础设施差、产业规模
小，虽然脱了贫却一直富不起来。 ”巴士
卫说。他邀请专家来到古城村，因地制宜
规划产业和基础设施等布局， 通过科学
规划建设， 吸引在外乡贤能人纷纷回乡
创业，给村里发展注入发展活力。

在巴士卫的努力下， 如今的分路口
镇各个片区都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东
北部发展蔬菜、西北部发展稻虾、北部发
展文旅……短短两年时间， 全镇各村集
体经济超过 10 万元， 集体经济收入 50

万元以上的村有 3 个。
巴士卫平时只要有空， 总会一个人

走村入户， 了解群众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蒋大庄支渠淤泥非常严重， 每次雨下多
了水就从农田走，受灾较严重，希望镇和
村里想办法解决。”今年 8 月，在江堰村全
胜组村民谢远福家召开的“党群夜话”上，
谢远福向巴士卫提出了这个困扰村民的
问题。第二天，巴士卫安排挖机及时清渠。

“‘党群夜话’非常管用啊，跟唠家常
一样，没什么负担。 我们提出了问题，村
里、镇里很快解决。 ”谢远福说。

到分路口镇上任伊始， 巴士卫倡导
开展了“书记夜话”活动，自己带头，主要
领导班子成员和村书记每个月都要在晚
饭后的空闲时间到群众中去， 面对面了
解群众的所想、所需。 今年，这一制度更
名为“党群夜话”，扩大了参与面，让全镇
所有的党员干部都走到群众身边、 走进

群众心里。
“分路口镇靠近城区，外出务工群众

相对较少，很多年轻人都在城区工作，早
出晚归。开展‘党群夜话’工作，为了更多
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巴士卫说。通过“党
群夜话”，分路口镇共收集群众意见 180
余条，目前，已解决 130 余条，剩下的在
梳理落实。

“干部牺牲一点时间，换来了群众满
意度的提升， 也提升了群众参与公共事
务的热情， 这是乡村振兴工作的民心基
础。 ”巴士卫说。

巴士卫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
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和着力点。 25 年
来，他走遍了裕安区 6 个乡镇、街道的村
村落落、大街小巷。巴士卫说：“作为基层
党员干部，我要忠诚尽职、奋勇争先，咬
定目标、脚踏实地，为群众过上好日子贡
献自己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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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小书屋发挥大作用
罗 鑫

歙县溪头镇竦坑村
有个省级示范农家书屋 ，
它与当地文化系统联动
组织开展志愿服务 ，成为
周边孩子们第二课堂。通
过农家书屋延伸服务和资源互通 ，与
基层各类设施 、场所 、项目相结合 ，丰
富山区学生的课外活动 ， 弥补山区学
校素质教育短板 ，这种 “农家书屋+”模
式 ，让小书屋发挥大作用 ，收到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

农家书屋是公共文化惠民工程。 截
至 2020 年底 ， 全国共建农家书屋 58.7
万多家，其中，数字化建设的农家书屋达
16.7 万家，累计配送图书超 12 亿册。 近
年来 ，各地探索 “农家书屋+”模式 ，让
“屋”尽其用，进一步保障了农民基本文
化权益、巩固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对助

力乡村振兴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农家书屋应成为知
识流动的海洋 ， 为乡村
孩子提供温馨的学习空

间。优质的对接服务、稳定的后勤保障则
是“农家书屋+”的应有之义。 在书籍及
时补充与更新方面，要倾听群众诉求，围
绕农村生产生活、农业科技、医疗卫生、
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及时开展图书收赠、
补充、调整，确保农家书屋成为农村群众
求知的“加油站”。

农家书屋应书卷常开、书香常伴。不
断创新“农家书屋+”模式 ，充分利用农
家书屋资源， 多维度开展全民阅读推广
活动，进一步提升农家书屋文化功能，强
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让小书屋真
正做到“屋”尽其用。

东至建立农村改厕管护机制
本报讯（见习记者 阮孟玥）东至县

探索“四化”模式，建立健全农村改厕后
续长效管护机制， 保障农村改厕民生工
程项目持久发挥效益。截至目前，该县已
建立 15 个改厕管护服务站， 成立 15 支
清掏服务队，实现乡镇全覆盖。

为解决维修等后期管护问题， 东至
县建立 “乡镇—村—企业” 管理协调网
络，实行“乡镇主体—村居落实—企业负
责” 制度， 建立健全长效管护和考核机
制，将户厕卫生情况纳入“卫生文明户”
“美丽庭院”评选内容，引导农民做好户
厕卫生保洁、定期检查化粪池、及时报抽
报修， 确保粪液抽取、 后续维护及时到
位，杜绝环境污染问题。

该县农村改厕管护队伍实现网络

化管理与运作 ，建立 “1+1+X”户厕管
护平台 ， 各乡镇设 1 个改厕管护服务
站 ，成立 1 支清掏服务队 ，各村配备若
干名厕所管护联络员。目前，已建立 15
个改厕管护服务站 ，成立 15 支清掏服
务队 ， 实现乡镇全覆盖 ， 聘请联络员
100 余名。

该县采用 PPP 模式推进改厕与污
水处理一体化建设， 推行农村粪污无害
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社会化服务等“三
化”处理，农村厕所粪渣粪液收集后优先
提供给本地林果种植企业、生态农庄、农
业合作社等规模化种植企业。 资金保障
多元化，采取政府补助引导、集体和社会
资助、群众自筹等相结合的原则，多方筹
措资金。

淮北塌陷区治理设博士后工作站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黄

文山 梁继清 )11 月 18 日 ，淮北市土地
复垦整理中心 （采煤塌陷区综合治理
中心 ）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揭牌仪式在
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举行 。 这是
安徽省自然资源系统第一家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

今年 9 月， 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与安徽大学及进站博士签定了联合培
养博士后研究人员协议书。 10 月，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博士后管理工作办
公室批准博士进站工作。

淮北市创造性应用超前式治理 、

开发式治理 、 市场化治理等多种治理
模式 ，实施南湖 、碳谷湖 、绿金湖 、乾隆
湖 、朔西湖等采煤塌陷湖泊治理 ，城市
中心逐步形成 100 多平方公里的中心
湖带 ，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
效益 ；持之以恒加强人才培养与应用 ，
在采煤塌陷区综合治理技术应用 、政
策研究 、 资金引进等方面始终走在全
国前列。

此次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建立，将
为淮北市采煤塌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提供
理论和技术支撑， 助推该市采煤塌陷区
综合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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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何
雪峰 通讯员 王倩）宿
州市埇桥区着力改善
城区老旧小区居民生
活环境和居住条件。 截
至目前 ， 该区已完成
2021 年度 8 个老旧小
区改造任务，惠及居民
452 户， 改造建筑面积
4.6 万平方米。

埇桥区实行老旧小
区改造周调度、 月通报
工作机制， 适时组织专
项检查，强化工程进度，
并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项目组、 街道项目专
员、 小区居民义务监督
员三方监管体系， 全程
参与工程质量监管。

该区老旧小区设
计坚持 “城市美容”与
“功能再造”相结合，整
旧如新，突出地域文化
特色 ，建筑布局 、房屋
结构、装饰采用典型的
北方建筑风格。该区对
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
务配套、 架空线入地、
雨污分流改造、易涝点
整治、地下管线综合改
造 、建筑出新 、安全防

范设施、景观绿化提升、环境整治等
统筹考虑， 实现老旧小区从硬件到
软件的全面升级。

11月 23 日， 合肥市蜀山区陈村路社区一老旧小区正在改造加装电梯。 该小区在改造环境的同
时，一次性加装 13 部电梯。 据了解，本年度蜀山区共对 11 个老旧小区进行环境综合整治，改造总建
筑面积达 17.8 万平方米，所有项目将于 11 月底竣工。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老旧小区
整治焕新

铜陵提升学校课后服务力量
本报讯 （记者 刘洋 通讯员 徐小

波）铜陵市教体局联合该市文明办、科协
等多部门组织实施“七彩桥”中小学课后
服务志愿项目， 并于近日发出了志愿者
“招募令”。

铜陵市实施的 “七彩桥 ”中小学课
后服务志愿项目 ，面向城市周边 、农村
地区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通过招募科
普 、文艺 、体育工作者 ，以及退休教师 、
退役运动员、民间艺人、能工巧匠、非遗

传承人 、大学生等 ，组织他们指导学生
开展科普 、文体 、艺术 、劳动 、实践等非
学科类课后服务活动，解决学校课后服
务课程资源不够丰富 、 师资欠缺等问
题，进一步提升城市周边和农村地区学
校课后服务力量。

据悉， 该市将每年度组织一次优秀
志愿者表彰，对表现突出者，由相关单位
联合出具优秀志愿者鉴定。

11 月 17 日，在滁州市来安县客运车站内，旅客有序登上开往南京市江北新区
林场站的新能源公交班车。 试运行两个月后， 滁州市来安至南京林场站之间的苏
皖跨省直达公交线路正式开通运行，日载客量 8000 人次。 滁州市来宁跨省城际公
交实施城市公交的运营、管理和服务模式，全程 39.5 公里，共投放了 24 台 10.5 米
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日发班次 72 班，实行一票制公益票价 3 元，可使用全国交通
一卡通，为来宁两地居民往来提供便捷公交服务。

本报记者 周连山 本报通讯员 李晓村 摄

金融活水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眼下羊肉行情特别好 ，养成一只
卖一只，今年养了 20 多只。 ”亳州市谯
城区大杨镇养殖户吴永才告诉记者。

吴永才是亳州市谯城区大杨镇大
杨村人，一直在外地打工，去年受疫情
影响返乡创业。

“家里有小孙子要带 ，我年纪渐渐
大了，趁着身子骨还硬朗，回老家干点
事。 ”吴永才说，去年他到镇上的邮储银
行办业务，得知可以低息贷款搞种植养
殖，就动了心。

吴永才返乡创业的想法， 获得了全
家人的支持，他找到邮储银行，提出了贷
款申请。 令老吴惊喜的是，从申请到拿到
10 万元贷款，前后不到 3 天。他靠着这笔
贷款，学技术、购饲料、建羊舍、搞防疫。

“这是我行推出的 ‘乡村振兴卡 ’，
用这张卡贷款更便捷，还能优惠购买农
资。 ”对吴永才进行回访的邮储银行亳
州分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姚小丽说。

姚小丽介绍，“乡村振兴卡”是邮储

银行安徽省分行在推进信用村镇建设
基础上与省农业农村厅联名发行、具有
邮银鲜明特色的借记卡，重点服务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实控人 、 乡村产业带头
人，以及带动农户、合作社社员、乡村地
区信用户等群体。 这张卡除了基础金融
功能外，持卡人还享受便捷贷款 、折扣
价寄递、农资优惠购等权益。

“银行贷款帮了我大忙。 ”眼下正值
中药材采收与收购期，谯城区赵桥乡大
徐村的药商李详告诉记者。

去年 10 月， 李详收购中药材时资
金缺口较大， 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
邮储网点咨询。 客户经理得知他的基本
情况后上门服务，现场办理贷款 ，并申
请绿色审批通道及利率优惠，及时缓解
了李详的资金周转压力。

“我们坚守服务 ‘三农 ’的市场定
位， 围绕乡村振兴实施中的各项需求，
力保整体与重点领域涉农贷款投放持
续增长，全方位满足乡村振兴实施中的
多样化金融需求。 ”邮储银行亳州市分
行行长江国生说。

砀山徐州合作共建产业园区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艳

龙）日前，砀山县政府与徐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签订协议， 双方在砀山县经
济开发区合作共建徐砀经开产业园。

徐砀经开产业园采取支持 “园中
园”、委托管理、投资合作等模式，探索建
立税收利益分享等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
机制， 加快砀山经济开发区承接产业转
移集聚区建设。

产业园总体规划建筑面积 33 万平
方米，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园区建设
中发挥指导作用， 帮助砀山县开展规划
建设，积极招引落户项目，协助砀山抓好

产业园的运营和管理。
产业园成立合作共建领导小组，并

安排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 徐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积极利用自身渠道和平台为
砀山招商牵线搭桥，积极推介适合落户
到产业园的项目。 砀山县组织人员参加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的各类招商
活动。 双方分别安排专门人员在招商引
资 、项目承接转移 、招商信息方面实时
沟通、互通有无，力争做到无缝对接、一
体化运作。 砀山县全方位为徐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提供招商引资项目要
素保障。

立根固本强引领 把舵扬帆激活力
(上接 1 版)

面对除核心业务外的辅助业务全部外包的
实际，公司党委从抓实党建入手，携手 40 余家协
作单位及近 20 家关联单位，成立联合党总支，探
索实施组织联建 、工作联动 、考核联评 、纪律联
抓、业绩联创、文化联塑的“六联工作法”，画好联
建 “同心圆 ”，与协作单位同题共答 ，扩大外部联
盟 “朋友圈”， 做到中安区域抓党建一个也不能
少 、一个都不掉队 ，引领项目建设 、试生产 、商业
运营业接棒步入“快车道”，党建共建成为凝聚力
量的“金钥匙”。

以 “队伍联建 、实事联办 、发展联促 、阵地联
享、品牌联创”等方式，公司不断加强与地方政府、
化工园区、银行、教育等行业交流，建立互为支撑、
合作共赢的党建联盟，实现“小单位”向“大联盟”

的转变。按照“党委班子联建、部门支部共建、工团
建一体化”方式，不断扩大共建范围和数量，形成
“同是中安人、共创中安业”的良好氛围，“共建共
享、绿色阳光”已经成为公司党建的亮丽名片。

同频共振，为发展大局注入党建动能
11 月 21 日，在淮河岸边的中安联合码头，党

员祝春雷熟练地操作着卸船机， 将船舱中的煤炭
抓取后填进料斗， 通过皮带运输线源源不断地输
向 2.5 公里外的中安联合储煤仓， 她所创新的卸
船机操作法被港务作业区推广应用， 日均卸煤量

保持在万吨左右。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

堡垒。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们的先锋模
范作用，感染和激励着每一个人，大家对标先进找
差距，踏踏实实干事业，凝心聚力谋发展。 ”这是中
安联合广大党员、员工一致的心声。

围绕安全生产， 气化装置党支部“区员岗队”
以“化煤成金，筑梦先行”支部党建品牌为旗帜，引
导党员亮身份、践承诺、展风采。 13 名党员安全监
督员尽心尽职，全天候做好排查隐患、组织抢修等
工作，有力保障装置稳定运行。

“朱集西煤矿以 90.54 分的成绩，顺利通过国
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验收！ ”今年夏天，当
验收组宣布消息时， 技术主管王显臣眼中噙满激
动的泪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面对“达标”路上的
“硬仗”，他毅然放弃蜜月旅行，选择坚守岗位。

发挥党的优势 ，把 “促进发展 ”作为第一任
务。 公司党委让党支部在基层工作中唱主角，成
为攻坚克难的堡垒；开展“一支部一策略、一书记
一目标 ”对标提升计划 ，运用抓两头带中间的工
作方法 ，形成基层党建工作动态管理 、滚动提升
的新格局。

点亮信仰灯塔，践行初心使命。公司党委把党
旗插在生产一线最前沿，党员责任区、示范岗、突
击队、攻关队实现了生产链条全覆盖；选聘 120 名
党员安全监督员，纠违章、查隐患；77 个班组党员
覆盖率达到 100%，真正做到 “生产吹哨 、支部报
到”， 让党员身影总能出现在急难险重的最前沿、
第一线。

今年以来，公司打出增产、降本、挖潜、增效组
合拳， 发动职工开展小指标竞赛，MTO 级甲醇和
聚烯烃产品双双超额奋斗目标 ， 预计全年生产
MTO 级甲醇 209.68 万吨、聚乙烯 35.56 万吨、聚丙
烯 37.17 万吨、煤矿混煤产量 200 万吨，全年营业
收入预计达 64 亿元， 在谋求煤化工产业高端化、
多元化、低碳化发展的征程中，焕发出高质量发展
的蓬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