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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东发放
高龄津贴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多……”日前，
在肥东县响导乡唐井社区大
东组 108 岁任氏老人家中，
一曲欢快的《小苹果》飘然而
来，让人喜不自禁。

笔者从县民政局养老
服务指导中心获悉 ， 这位
任氏老人她是目前肥东县
年龄最大的百岁老人 ，截
至今年 4 月 ， 全县共有百
岁老人 129 位 ， 其中男性
27 位 ，女性 102 位 ，百岁老
人人数最多的是店埠镇 ，
有 15 人 。 据统计 ，肥东县
百岁老人从 2014 年的 83
位 增 加 到 2021 年 的 129
位 ，增长了 55.4%。 百岁老
人数量快速增长与全县经
济发展 、老年人社会保障 、
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
完善 、社会环境和谐 、服务
水平提升息息相关。

肥东县设定的老人津贴
发放分为三个档次，即 80 周
岁至 89 周岁的老年人，每人
每月享受 50 元高龄津贴；90
周岁至 99 周岁的老年人，每
人每月享受 100 元高龄津
贴 ；10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
人， 每人每月享受 300 元高
龄津贴为发放标准。一季度，
肥东县共为 31097 位 80-89
周岁高龄老人发放高龄津贴
466.72 万元；为 4944 位 80-
89 周岁高龄老人发放高龄
津贴 148.735 万元 ； 为 129
位 80-89 周岁高龄老人发
放高龄津贴资金 11.13 万元.
此外， 百岁老人还可享受重
阳节慰问、春节慰问、生日探
望、定期体检等关爱。

（高桢 汤玉梅）

望江送戏进乡村

本报讯 “这样的活动真好，我
们老百姓特别喜欢，现如今搬个小
板凳到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
的戏曲节目。 ”望江县雷池乡沟口
村村民朱小红开心地说。 4 月 6 日，
安庆市京话艺术剧院演职人员走
进沟口村进行首场送戏进乡村演
出活动，为村民送来了一场 “文化
盛宴”。 据悉，该活动由望江县文化
旅游体育局主办，安庆市京话艺术
剧院承担演出任务。 （黄辉 付玉）

官亭聘任 6 名民间河长
本报讯 三月下旬以来，肥西县

官亭镇以 “安徽省水法宣传月”等
宣传活动为契机，全力营造节水护
水、保护水环境的浓厚氛围。 官亭
镇坐落在 312 国道、 合肥至六安中
段，合肥市“大水缸”主渠淠史杭总
干渠流经该镇的楼郢、金华、郭桥、
王集等 13 个村居社区；肥西县“大
水缸”主干渠潜南干渠流经该镇的
夏祠、官亭、高庄、童大井等 5 个村
居社区，致使该镇的水环境治理点
多面广、任务重大。 近年来，该镇党
政班子成员分别担任了各条主要
河流的河长，沿途各村（社区）的主
要负责人分别担任辖区段的村级
河长，还聘任了 6 名民间河长，对辖
区内水环境进行常态化护理。

（黄求存）

周寨健康服务送进村

本报讯 近年来， 砀山县周寨
镇大力推进健康民生工程建设，为
村民送去卫生保健知识 、 生育知
识，受到村民称赞。 该镇开展健康
教育进村、进学校、进家庭等活动。
为农村老年人、 妇女免费体检，面
对面宣传健康饮食、 高血压防治、
孕育保健、两癌筛查等健康科普知
识。 该镇还通过健全服务机制，让
更多妇女儿童共享“健康红利”。 去
年以来，该镇通过民生通道 ，提供
新生儿“两病”筛查 290 人次、孕优
检查 600 人次对、“两癌”筛查 1000
人次、 儿童免疫接种 2050 人剂次，
为儿童发放健康营养费 80 万元 。

（孙宜品）

茶岭壮大村集体经济

本报讯 怀宁县茶岭镇泉合村
把特色产业发展作为突破口，推动
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 2020
年，泉合村与益康生志农业有限公
司合作，种值蓝莓 200 多亩，收益 8.
59 万元；通过土地整合，流转给青
川园林有限公司种植花卉苗木，收
益 1.8 万元；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京
徽牧业公司，养羊 100 头，收益 2.3
万元；利用水库移民项目 ，新建光
优发电站一座， 实现经济效益 2.55
万元。 （怀扬 曹晓春）

乡村论坛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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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宅基“长”出增收产业

■ 本报记者 冯长福

去年以来，六安市叶集区以主体
引进促流转、 以产业发展促出租、以
集约利用促复垦等模式，扎实推进农
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
试点，取得了良好成效。

作为全省 18 个农村闲置宅基地
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试点县之一，叶
集区确定了洪集镇的会馆村、金星村
与平岗街道的芮祠新村、和平村为试
点示范村。

“这四个村因地制宜，各展所长，
设法把闲置住宅和闲置宅基地盘活，
用来发展特色产业。 ”叶集区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徐怀远告诉记者，会馆村
利用闲置宅基地发展仓储加工业，金
星村利用闲置宅基地发展养殖业和
新型建材产业；和平村和芮祠新村依
托“江淮果岭”建设和知青文化点、芮
氏宗祠、史河总干渠平岗切岭等文化
资源，盘活利用闲置住宅和闲置宅基
地，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乡居康
养等。

会馆村历史悠久，早在六安州之
前，会馆就是古“娥眉州”所在地。 彼
时，会馆村水运发达，商贾云集，清末
年间晋商在此建有“山西会馆”，该村
因此而得名。 该村及周边有近 3 万余
亩土地用于稻虾综合种养，发展稻谷
烘干、仓储及稻虾米深加工，市场前
景广阔。

“经多次沟通协调，村里两户村
民的 7.1 亩闲置宅基地经过平整后，

去年出租给洪达农业综合服务有限
公司建设烘干房和大米加工厂，每年
租金 4000 元，租期 20 年。 ”会馆村党
支部书记许继甫告诉记者，该村还争
取项目发展资金 490 万元和社会资
本 100 万元， 投资入股洪达公司，采
取不低于 7%的保底分红， 每年为投
资人增加收入 41.3 万元。公司为当地
村民提供了 10 多个就业岗位。 “我以
前在外地打零工，因孙子孙女已到入
学年龄，我要回来帮助看护。 正巧，洪
达公司上马大米加工项目，我现在就
在家门口的这家公司务工。 ”村民许
绍田说，工资一年有近 4 万元。

针对外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较
多，生产生活用房需求量较大，而本
村闲置住宅多的实际，会馆村积极对
接供需双方，将闲置宜用房屋对外出
租。目前共出租闲置农房 9 处，解决 9

家外来经营主体的用房需求，为村集
体和农户分别增加收入 6000 元和 2
万余元。

“会馆村新西、新中两村民组 43
户宅基地长期闲置， 既浪费土地资
源，又影响村容村貌。 镇村利用土地
增减挂钩项目进行复垦治理，新增耕
地 20.6 亩。 ”洪集镇农经站站长倪成
勇告诉记者， 这些地以 500 元/亩流
转给大户耕种，每年可增加农户收入
1.03 万元，增产粮食 3 万余斤，实现
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完美结合。

金星村畈屯村民组属于丘岗地
区，农村宅基地面积较大，该村 30 户
村民闲置宅基地 110 亩相对集中连
片，附近无居民区，发展畜牧业条件
优势。 经镇村联系推介，六安汉世伟
食品有限公司将闲置的宅基地全部
流转， 建设高标准规模化生猪养殖

场， 每年支付农户土地租金 6 万余
元。村民吴中明的闲置宅基地 5.08 亩
流转给汉世伟公司， 每年租金收入
3048 元。 同时，该公司还租用村集体
荒岗 168 亩，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约
10万元。

“目前，猪场项目正在紧锣密鼓
地建设， 建成后可带动当地 10 多名
村民就业。 ”金星村党支部书记张成
义介绍，今年他们又盘活新庄村民组
4 户闲置宅基地 12 亩，计划出租给振
洋建材有限公司新建建材厂，项目建
成后， 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 2.4 万
元，4 农户每年可增收 1 万元。

“2020 年 12 月底，区委区政府出
台了《农村居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奖励
补助办法》， 这个政策对加快闲置宅
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将起到较
大的推动作用。 ”徐怀远表示。

公交开进大山里 乡村旧貌换新颜
“环境越来越好 ，公交车通到

家门口， 村民们出行更加便捷，村
村有保洁员 ，户户有自来水 ，山区
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4 月 6
日，桐城市黄甲镇党办干事张佩佩
告诉笔者。 她于 2019 年下半年进
入黄甲镇工作，彼时已是脱贫攻坚
战的攻坚期，但从老百姓和同事们
的口中，她了解到过去山区群众的

生活状况，更加清楚这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

黄甲镇位于桐城市西部，属纯
山区镇，总人口 1.4 万。曾经的黄甲
镇，山高路难行、电不稳 、水不通 、
网络差，缺乏产业支撑。 张佩佩说，
如今， 镇里基础设施日新月异，这
几年新扩建水泥路 350 多公里，贯
通 4 条公交线路；升级改造农村安

全饮水点及水利设施 167 处；更换
电力铁塔 260 余基 ；4G 网络基本
实现全覆盖。 去年黄铺村还获得了
一块国字头招牌———“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 假期吸引了很多人来游
玩。

彻底改变贫困奔小康， 还需产
业支撑。全镇 8 个村，每个村除茶叶
基地外，还拥有 1 至 2 个产业基地。

产业发展起来， 乡村也有了人气。
黄甲镇葛湾村双岭组脱贫户姚永东
打算把土菜馆做得更大， 吸引更多
游客到山里来。

(雷琳琳 唐晨)

清除假劣农资还需多方协作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每

年春耕时，农资都是农民最为关心
的话题。毕竟，农资质量的优劣，直
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种子、化肥、农
药等对农业生产如此重要，如果任
由假冒伪劣农资充斥市场，将对农
民和国家产生巨大伤害。 往小了
说，买到假劣农资的农民不仅损失
了金钱，也贻误了生产，后期会严
重影响农民收入。 往大了说，因为
生产不足， 将会影响国家粮食安
全。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要严打
假劣农资，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尽管近年来农资市场的经营

秩序有了明显好转，但制造贩卖假
劣种子、假劣化肥、假劣农药的现
象仍屡禁不止。农村假劣农资之所
以屡禁不止， 无外乎以下几点原
因：首先，农村农资市场不健全，很
多都是乡镇的个体户私自售卖，他
们的进货渠道不明，出问题后难以

追究责任。 其次，制售假劣农资的
利润很高，巨额利润诱使一些小作
坊铤而走险，将主要精力和资金都
花在打通渠道上， 忽略了产品质
量。 再次，农民消费能力和鉴别能
力普遍较低， 容易被低价农资吸
引， 有些假劣农资虽然效果不佳，
但无太大危害。加上农业本身就是
高风险行业，常受洪涝干旱等因素
影响，就算农资有问题也不易被发
现，因此可以蒙混过关。

要清除市场中的假劣农资，进一
步稳定农资市场秩序，除了继续开展
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还应做好日
常的监管工作。 在前端，做好农资审
批管理工作，把好审批监督关；在中
端，全面排查套牌生产、侵权假冒、非
法添加、以次充好等问题，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在后端，建立严厉的惩罚
机制， 追究制假售假者的法律责任，
让不法分子不敢制假售假。

还要做好打假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农民的识假辨假能力。 同时，
要做好农资供应保障工作，根据供
需形势调度，畅通物流配送，确保
在打假的同时让优质农资产品及

时到村到店到户。 有了质优价美的
正品农资，那些假冒伪劣农资也就
失去了生存空间。

总之，打击假劣农资，对于维
护农民合法权益非常重要。要打赢
这一仗，必须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
协调以及政企协作力度，畅通信息
交流、情况通报、检测鉴定、案件移
送等合作渠道；大力推进农资领域
信用体系建设， 实行 “黑名单”制
度，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
格局，形成农资打假治理整体合力
和长效机制。 （高正荣）

界首实施全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守护乡村碧水清流
“现在的污水处理厂越来越先

进了， 污水处理设施隐藏在地下，
上面建成了公园……”近期 ，随着
光武镇、 邴集乡等 11 个污水处理
厂相继投入使用，一处处新型城镇
污水处理设施引起了不少界首群
众的关注。

为加快改善水环境质量，保障
水环境安全，界首市率先实施了全
市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投资
3.9 亿元在 15 个乡镇建设 11 座污
水处理厂和 4 座污水提升泵站。 目
前 ， 该工程已全部建成并投入运
行 ， 实现了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
理。

走进光武镇北街污水处理厂，

里面分为湿地区、草坪区、活动区、
停车区、游览区等多个区域，给人的
第一印象更像是一处生态公园。 经
过一个个区域通道进入厂区后，一
排科技感十足、 有条不紊运行的污
水处理设施映入眼帘。

“这个污水处理厂距离街区约 2
公里，既不会影响居民生活，又为大
家提供了一处公共活动空间， 还集
约利用了土地资源， 是城镇基础设
施复合建设的典范。 ”界首市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土地资源十分
宝贵的现实情况下， 这样的污水处
理厂实现了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多赢， 其设计理念在全国都
是领先的。

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得好，更
要管护到位。 界首市乡镇污水处理
厂采用 PPP 模式建设，由具有 30 多
年污水处理专业运营管理经验的天
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建设和运营管护。

“我们将污水处理 PPP 项目首
批存量和增量项目年度支出费用纳
入年度财政预算， 同时帮助项目公
司顺利完成银行融资， 有力地推动
了项目的管养维护， 确保项目可以
长期发挥效益。 ”界首市有关负责同
志表示，到今年底，该市日处理农村
生活污水总量将达到 9100 吨，市域
内污水集中处理率将大大提升。

(任秉文 谢树立 吴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