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修整治当家塘

■ 本报通讯员 孙传银

近日， 在桐城市龙腾街道新桥村油
房村民组， 笔者看到一台吸泥泵正在当
家塘边作业， 被吸出的淤泥通过管道运
到岸上或回填到低脚田里。

今年以来，该村把当家塘整修与村庄
整治相结合起来，积极践行为民办实事活
动。 村“两委”趁着当前晴好天气，一手抓
当家塘整修，一手抓人居环境整治。 “我们
把当家塘里取出来的泥土用于乡村建设，
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增加了当家塘的蓄
水能力。 ”该村党总支书记汪扣年说。

这口水塘面积 40 余亩，能灌溉 1000
亩农田。 以前因淤积多年，塘中杂草丛生，
蓄不住水。 “这次利用市里整修当家塘项
目资金 3万元、 村里自筹资金 5 万元，将
塘底的淤泥彻底清理完毕。 水塘修好后，

蓄水量将达 8万立方米，不仅能满足周边
600 多亩农田的灌溉， 也解决了村民组
200余人的生活用水问题。 ”汪扣年说。

“从记事起，我就知道这口大塘承担
着蓄水灌溉、洗衣洗菜、畜禽饮水、改善
生态等多重功能。 后来，因淤积严重，水
体出现污染现象， 直接影响防汛抗旱和
农民生产生活。 ” 脱贫户吴选成告诉笔
者，“挖塘如修仓，屯水如屯粮。只要塘中
有水，遇到大旱，种田心也不慌。 ”

据龙腾街道农业站站长刘伟介绍，
该街道涉农村居有 11 个、 农田约 3 万
亩，农田大多靠当家塘灌溉。由于一些当
家塘年久失修，塘埂崩塌，塘内淤泥多，
直接影响蓄水，导致灌溉用水十分紧张。
今年，该街道计划投入 30 万元，突击整
治当家塘。目前已清淤整修了 15 口当家
塘，让当家塘重新发挥“当家作用”。

“四好农村路”成致富路

■ 本报通讯员 王其梅 戴砚天

日前， 笔者来到天长市杨村
镇， 只见一条条乡村公路平坦畅
通，连接各个村组。 杨村镇是典型
的水乡， 环高邮湖西岸的 5 个村
（社区）河渠交错，盛产芡实等水产
品。 仅北荡村的天长市千秋芡实经
济专业合作社就承包 32300 亩河
湖滩涂和水田种植芡实。

该镇北荡村村民王振才对笔
者说：“以前， 这里到处是大水洼，
不通水泥路，交通很不方便，收获
的芡实果运出去很费力。 现在，水
泥路修到合作社的水田边 ， 路通
了、货好卖，芡实成了金豆豆。 我家
8 亩水田已全部入股合作社种芡
实，每年收入好几万元。 ”

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於旌方介
绍， 近年来， 天长市累计投入 11.85
亿元， 改造农村公路 760多公里，新

建村组道路 1230多公里，弯道取直、
拓宽提质改造 450公里，实施安保配
套工程 867 公里。 全市 151 个行政
村、23个社区公路通畅率达 100%。

“如今，‘四好农村路’已成为
农民的致富路。 ”该市金集镇井亭
村路长卜兴田告诉笔者，自从镇村
修了环山沥青路和村组水泥路后，
农村产业发展提速，全村优质麦稻
种植面积超过 3800 亩、 种植大棚
葡萄（草莓）350 多亩，开辟生态茶
园 220 多亩。

该市以创建省级 “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市）为抓手，将农村公
路建设与经济发展、农旅文化和改
善民生等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分级
管理和 “路长制 ”，建立市 、镇 （街
道）、村（社区）三级农村公路管理
机构和队伍，完善乡村道路管养机
制， 大大改善了农村交通条件，带
动了产业发展。

信访反映民意 请速查处回复

自 6 月份以来， 本报群工部先后转
出一批群众来信， 希望有关部门认真核
查处理。 其中包括以下线索：

●合肥市瑶海区龙岗开发区某居民
反映多年拿不到拆迁安置补偿款的来信
材料，已转交给瑶海区委办公室。

●蒙城县两名群众来信反映他们与
该县盐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拿不到补
偿款的来信材料， 已转交给蒙城县委办
公室。

●潜山市某群众反映该市某文化产
业项目招投标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的来
信材料，已转交给潜山市委办公室。

●临泉县吕寨镇杨庄村某村民反映
当地村干部滥用职权的来信材料， 已转
交给临泉县委办公室。

●舒城县五显镇大路村一残疾人
五保户反映其享受不到居家养老补贴
等问题的来信材料，已转交给舒城县委
办公室。

●合肥市庐阳区某读者反映区政府
不按招投标流程采购物业服务类项目的
来信材料，已转交给庐阳区委办公室。

上述线索望有关部门及时调查处
理，并在 20 天内将处理结果反馈本报。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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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轮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 淮北市创新开展党支部
引领合作社试点工作，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党支部引领强村富民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孙海涛

为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引领作
用，解决支部软、集体弱、群众散、产业
少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自去年以来，淮北市创新开展党支部引
领合作社试点工作，并将其作为扶持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关键一招 。 今年 4
月，该市已成功申报第一轮省级农村改
革试验区，承担着“党支部引领合作社
发展”的改革任务。

试点先行 成效初显

近日，记者走进濉溪县刘桥镇王堰
村，在“振兴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养
殖基地，看到饲养员王友增正给一只只
小蜗牛喂食。 “最近，合作社有 500 余公
斤白玉蜗牛远销四川，特色种养业助我
们增收。 ”王友增高兴地说。

淮北市选择部分镇村开展党支部引
领合作社试点工作， 王堰村就是试点村
之一。 去年 5 月，王堰村党总支牵头，在
争取淮北市和濉溪县 50 万元扶持资金
的基础上， 动员 60 户村民出资 43.4 万
元入股，58 户以 210 亩土地入股， 注册
成立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主营白玉蜗牛
养殖、大棚蔬菜种植以及规模化农业。

入股的村民在获得股权收益的同
时，还可就近务工，进一步拓宽增收致
富的渠道。 “我家 4 亩土地入股合作社，
一亩地流转租金 800 元 ， 在合作社打
工，每月还有工资。 ”王友增补充说。

不仅在王堰村，去年该市相山区渠
沟镇张楼村也成立了淮北市益产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 ， 吸纳 256 户农户入
社，入社土地 700 余亩，发展油葵、菊花
等经济作物种植， 入社农户户均增收
1300 元以上；杜集区高岳街道双楼村对

原有的蔬菜合作社进行重建、 改组，摸
清资源、资产底数，然后量化股权，吸引
种植户入社 ，入股社员 462 人 ，流转土
地 703 亩，农民增收约 350 万元 ；烈山
区古饶镇南园村成立新家园 “三农”服
务专业合作社，以土地托管和良种经营
为主导产业，形成“种、收、储、售”全过
程产业链，年产值 400 余万元。

前不久，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下发
《关于认定第一轮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
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在全省确定的第
一轮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中，市级试验
区仅有两市，淮北市为其中之一，承担
“党支部引领合作社发展”改革任务，改
革试验周期原则上为 2 年。

根据 《淮北市党支部引领合作社
发展试验方案》，该市将在全市 23 个镇
（涉农街道、园区）全面开展党支部引领
合作社工作，每个镇（涉农街道、园区）
择优选择 2 个至 3 个重点村开展试点，
通过总结发展模式、 提炼典型经验，为
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提供 “淮北模式”
“淮北方案”。 该方案显示，淮北市将通
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培育土地
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劳务
合作社、置业合作社、生产经营服务合
作社等 5 类合作社。

自愿入社 抱团发展

“今天 ，我成了合作社的一员 ，心
里很高兴。村集体经济发展好了，我们
得到的实惠将会更多。 ”日前，在淮北
市杜集区朔里镇官庄村 ， 村民豆功新
笑着说。

当日上午，官庄村会议室内热闹非
凡，由村党支部组织的官庄村农业专业
合作社成立大会在这里举行。 按程序选

举产生了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部分
以资金入股的社员代表还在现场缴纳
股金，并领到了股权证。

近年来 ， 官庄村积极探索推行党
支部引领合作社的发展思路 ， 发挥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土地流转、
劳务服务、社企联营等经营形式，建起
了村集体与群众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
此次成立的合作社由官庄村党支部牵
头注册， 村集体经济公司代表村集体
入股 5.76 万元 ， 村民土地折资入股
6.0728 万元， 党员干部和群众以资金
入股 6.08 万元。

“党支部引领合作社发展， 官庄村
党总支书记任合作社理事长，村里的党
员干部纷纷带头入社，极大地调动了村
民入社的积极性，大家的干劲更足了。 ”
朔里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王成说。

“党支部在引领合作社运行上，既
要凸显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又要注
意做到‘引导而不强迫、支持而不包办、
服务而不干预’。 ”据淮北市委组织部副
部长明磊介绍，该市积极推动村“两委”
干部与合作社双向任职，村党支部书记
或者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通过注册成
立或入股重组农民专业合作社；坚持把
优秀人才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把“村党
组织书记担任合作社理事长”写入合作
社章程；坚持“党领导合作社”，明确规
定由村党组织把牢生产经营权、利润分
红权， 加强对合作社日常运营的指导、
监督和审计。

此外，基层党支部在引领合作社发
展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认真贯
彻“加入自愿，退出自由，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的原则，坚决不设村民 100%入
社指标，坚决不搞“一刀切”，让村民自
愿加入合作社、抱团发展，从而获得劳
务费、土地流转费和年底分红等收入。

共建共享 强村富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淮北市烈山
区宋疃镇和村社区通过党支部引领合
作社发展，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全
力打造七彩和村标准化苹果种植园，规
划出苹果种植园区、 农业研学基地、采
摘示范区、 西瓜大棚区等四大区域，总
投资约 750 万元， 建设用地总规模 335
亩，现已栽种苹果树苗约 2.8 万株。

“党支部引领合作社发展 ，有效实
现了支部有带动、党员起作用、集体增
收入、群众得实惠。 ”和村社区党总支负
责人告诉记者，合作社已制定“4321”盈
利分配计划，即：盈利后每年从盈利中
拿 40%作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 纳入
“三资” 管理；30%盈利按照种植大户和
社员入股比例进行分红；20%盈利作为
合作社自留运转资金；剩余 10%作为村
级公益金。

群众的钱袋子鼓了 ， 集体收入增
加了 ，村 “两委 ”有了更多的资金办大
事、办好事，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村
民。 据了解，淮北市还制定了村社“分
账 ”管理办法 ，全面推行 “村财镇管 ”，
进一步完善 “四议两公开 ”等制度 ，突
出民生福祉， 把集体经济收入花在刀
刃上，管好村集体每一分钱，确保村集
体资产不流失。

去年，淮北市杜集区段园镇欧集村
集体经济收入达 68.8 万元，该村先后完
成 7.9 公里的村庄道路硬化， 完成农村
改厕 1000 余户，修建乡村公厕 8 座，安
装太阳能路灯 300 余盏，大大方便了群
众的生产生活。 “下一步，村里还计划修
建老年人活动中心，让村民有更多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欧集村党总支书记毛
冬梅说。

乡村环境“靓”起来

■ 本报通讯员 祁荣荣 沈果

“你好，我刚才看到 312 国道沿边的汪
塘旁边堆着不少生活垃圾， 请你们排查一
下是哪个村民组的， 让村干部赶紧安排清
理！ ”近日，全椒县古河镇纪委书记余敏在
督查疫情防控时，向沿线村（居）反馈一起
人居环境的问题线索。

为进一步改善村容村貌，今年以来，古
河镇多措并举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
极探索“网格管理、定人定责、区域到人、层
层落实”的工作模式，建立定人员、定职责、
定地段的“三定”卫生整治责任制，确保任
务落实到位。 同时，大力推行“党政领导抓
部署，包片领导促推进，支部书记抓落实”
的工作机制，全员上阵、人人动手，形成人
人参与乡村环境整治的浓厚氛围。

该镇还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 群众
主体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动员党
员群众参与乡村清洁整治行动， 让群众真
正参与进来， 为村组环境改善后的长效管

护奠定基础。 目前， 全镇拆除私搭乱建 46
处，新建户厕 45 座，改造户厕 1222 个 ，外
运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745 立方米。 此外，
该镇还着力打造古大路向日葵大道、 浦合
路梧桐林荫大道、 古溪路田园风光大道和
沿滁河景观带的“三路一河”景观特色，根
据各村（居）自身地理位置、村庄特点，因地
制宜打造“东湖西湾”等 5 个人居环境整治
示范点，走出一条主题化、特色化、个性化
的美丽乡村新路径。

该镇纪委通过实地查看、入户走访、明
察暗访等方式，紧盯生活垃圾、污水处理、
河道整治、公厕管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
开展专项督查行动。 对能现场整改的问题，
监督检查组现场指出，现场督办；对不能立
即整改的问题，建立问题台账，逐一向相关
职能部门反馈，下发工作督办单，督促限期
整改销号。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民心工程，我们
必须干好。 ”古河镇相关负责人说，做好这
项工作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倡导厚养薄葬新风尚

■ 明子

今年以来，宿松县大力推行"移风易
俗、丧事简办"，在当地可谓“一石激起千层
浪”。 破除传统丧葬旧习不容易，但这是大
势所趋，倡导厚养薄葬新风尚势在必行。

为何要倡导丧事简办？ 因为丧事大
操大办，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扰民生事，
占用耕地。倡导厚养薄葬，是弘扬中华民
族爱老敬老孝老传统美德的需要。 老人
健在时，家人多关心、多陪伴，让他们老
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这才是真
孝。 如果生前不尽孝，死后重厚葬，这样
就是假孝顺。

移风易俗、 丧事简办符合广大群众
的愿望和要求，推行起来有群众基础。对
丧事大操大办的弊端， 很多群众深有感

触，很多人是出于无奈，别人都这样做，
你不这样就会被认为是不孝， 甚至被人
讥笑、受人指责。 由此，本来不想做的事
也迫不得已地跟着做，甚至互相攀比，比
排场、比档次，不断加码。所以，厚养薄葬
合民情、顺民意，也必然会得到人民群众
的理解和支持， 这是我们破除治丧陋习
的力量源泉。

推行厚养薄葬， 党员干部必须率先
垂范。 干部带头、群众加油，只有广大党
员干部、公职人员要从自身做起，才能发
挥带头引领作用；其次，各相关部门、乡
镇、村都要有明确具体的职责分工，上下
联动、密切配合；此外，移风易俗必须先
做好群众工作，将心比心、以心换心，通
过耐心细致地解释说服， 才能赢得群众
的理解和支持。

·问题速递站·

共享单车不见了
六安市读者反映，最近发现市区

投放的共享单车都不见了， 虽说共
享单车的乱停乱放会给城市带来很
多负面影响， 但共享单车却能实实
在在方便市民出行， 建议有关部门
限制共享单车投放量， 同时加强停
放秩序监管 ，而不应 “一刀切 ”取消
共享单车投放。

经联系，该市交通局的工作人员
答复：目前因城区互联网租赁电动自
行车运营企业对车辆的电子围栏、直
角停车等技术实施系统升级或进行
车辆更新，导致投放的车辆减少。 经
协调调度，各家企业均表示技术升级
或车辆更新将于近期陆续完成，届时
会逐步恢复运营。

渣土占地谁来管
肥东县店埠镇一位群众来信反

映 ，2018 年 ， 他与泾县云岭镇章渡
村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合同， 以每年 2 万元的租金租赁
章渡村中洲滩约 50 亩抛荒地 （滩涂
地 ），准备盖建材厂 ，目前已付租金
8 万元 。 但最近有人在他流转的地
里偷倒渣土和垃圾， 经了解是泾县
交实矿业有限公司和云岭加工厂
云发粉厂等几家企业倾倒的， 倾倒
的渣土和垃圾有的高达 2 米 ， 导致
工厂无法施工， 给他们造成重大损
失。 离这里不远就是青弋江 ， 下雨

天就会有大量泥沙流入江中 ， 造成
江水污染。 他曾多次去云岭镇派出
所和云岭镇国土所反映， 他们只派
人来看看， 并没有任何处理 ， 现在
这些企业依然往这里倾倒渣土 ，希
望有关部门能管一管， 保护企业合
法权益。

记者电话联系了云岭镇国土所，
该所王所长表示， 这块地不是耕地，
是滩涂地， 倾倒垃圾的行为不好定
性。 目前，倾倒渣土的企业有 3 家，现
在正在与他们协调，力争尽快让双方
达成共识，解决好此事。

小吃街油烟扰民
马鞍山市花山区一位读者反映，每

天下午三点开始，该市安居路小吃街各
家烧烤店、龙虾店相继开门营业，油烟
直接排向大街。 长年累月，路面的地砖
已油迹斑斑，环卫工人多次清洗都没有
效果，甚至路边树上的树叶也时不时地
往下滴油，让行人避之不及。

经联系 ， 花山区政府的工作人

员答复，城管部门已赶往现场，对出
店经营行为进行制止， 并督促店家
立即整改。 同时已告知店家不得出
店经营， 更不能占用人行道阻碍交
通，营业时务必打开空气净化设备，
不得随意排放油烟造成污染， 如再
发现此类现象将依法进行处罚。

本报记者 整理

·群众评论栏·

·跟踪鸡毛信·

荩 6 月 7 日， 在来安县水口镇渡口村，虾
农们正在捕捞龙虾。 近年来，来安县大力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 ，推行 “稻虾轮作 、藕虾共
养” 等新型养虾模式 ， 发展绿色生态种养
业， 提升水田的综合经济效益 ， 为农业增
效、农民持续增收夯实基础。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摄

荨 日前，怀宁县月山镇广村村向明组村民在修建当家塘和村庄道路。 近年来，
月山镇投资 1000 余万元 ，修建乡村道路 30 余公里 、当家塘 50 余口 ，惠及 3 万
余名群众。 本报通讯员 檀志扬 洪胜武 摄

筑路修塘惠村民

特色养虾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