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远规范公益性岗位管理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定远县人
社局扎实推进城镇公益性岗位和
扶贫公益性岗位规范管理工作，
健全“按需设岗、以岗聘任、在岗
领补、有序退岗”管理机制，科学
控制公益性岗位规模， 避免福利
化倾向。 目前， 已开发城镇公益
性岗位 364 个， 安置就业 87 人；
开发扶贫公益性岗位 5407 个，安
置就业 3376 人。严格落实日常考
勤、年度考核，从严管理使用公益
性岗位工作人员。

（鲁康奇 赵 龙）

固镇投资 2000 万建公厕
本报讯 今年以来， 固镇县持

续精准发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在开展农村户厕改造的同
时，将农村公厕建设作为重要民生
工程，计划投入资金 2000万元，新
建 200座农村公厕，年底前投入使
用。 这批公厕的建成投用，将有效
改变该县农村公厕数量不足、标准
不高、 脏乱差和设施落后的状况。
该县出台 《农村公厕管护实施办
法》， 公厕建设正按照时间节点有
序推进，组建保洁队伍，落实管护
资金。 （潘玉响）

泗县提升农村改厕质量

本报讯 近日，泗县对全县农
村改厕问题排查整改工作进行再
部署。该县将 2013 年以来的各级
财政支持改造的农村户用厕所全
部纳入排查范围。 对排查发现的
问题，分级建立整改台账，实行销
号管理， 彻底解决存量问题。 对
已改户张贴明白纸， 附上粪污清
掏作业人员及维修人员联系方
式。 健全制度， 落实管护经费。

（刘守亮）

许镇创新为民服务方式

本报讯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 南陵县许镇镇为民服务中
心积极为群众办实事， 创新采取
固定办事窗口与临时进驻窗口相
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整合资源、提
高办事效率， 最大限度方便群众
办事。 今年 3 月，涉及全镇 28 个
行政村 3 万多农户的农房一体宅
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铺展开
来，考虑到后期颁证工作量大、群
众期盼高， 镇为民服务中心积极
响应， 在原本已显拥挤的服务大
厅调配出两个临时窗口， 专门从
事制证发证工作。 （孙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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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军人携手农村老人共养“网红猪”

■ 通讯员 周明助 胡颖

本报记者 冯长福

“这两头黑猪快养满 12 个月了，马
上就可以出栏了。 ”“没事时，多扯点猪
草，这土黑猪喜欢吃猪草，肉更香……”
夏日， 骄阳似火， 在绩溪县的不少村
庄， 常常会看到一个晒得黝黑的小伙
子奔忙在乡间小道，一家一家地跑着，
一个一个猪圈地逛着， 还不时与养殖
黑猪的留守老人聊聊天。 他就是返乡
创业的退伍军人胡庆军， 靠网络直播
“卖火”了黑猪肉，还带动了农村老人
同奔“小康路”。

“大家看一下，这些皖南山区家养
的土黑猪肉，它的肉色接近自然色，肥
肉与瘦肉搭配相宜，肉香十足，吃起来
具有‘香而不俗，肥而不腻’的独特风
味。 绩溪黑猪 2014 年被农业部列入

《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是
极为珍贵的地方特色猪种……”7 月
26 日 ，在绩溪县华阳生活馆 《探寻徽
州美食》《小胡在农村》直播间，案板上
摆着土黑猪肉， 两名女主播正在通过
小小的手机屏， 向网友推介绩溪黑猪
肉。

“我们的土黑猪肉可受欢迎了！ 网
友们都说我家的黑猪肉真的 ‘土’、肉
味真的香，有四十年前的肉香味。 ”《探
寻徽州美食》《小胡在农村》 直播视频
号的创办者———年仅 20 岁的退伍军
人胡庆军说起他的 “土黑猪肉” 挺自
豪。 “这些黑猪都是农户自然家养，吃
的饲料全是萝卜、青菜、麦麸、米糠和
玉米， 每头猪的家养年龄都在一年以
上，你说香不香？ ”

目前，《探寻徽州美食》和《小胡在
农村》视频号日播放量已超过了百万，
最多时 500 多人同时在线收看， 直播
间一天大约能卖出 200 公斤土黑猪
肉。 这些全身黑毛，具有“黑、土、特”优
势的皖南黑猪，已然成了“网红猪”。

每天要卖出两头黑猪， 一年下来
几百头，这么多黑猪从哪来呢？

自己开办养殖场吗？ 当这个念头
一闪现， 胡庆军就犹豫了：“因为这些
全身黑毛的皖南黑猪， 世世代代繁衍
生息于皖南深山老林中，生长缓慢，必
须养满 12 个月才能体现肉质香嫩可
口。 如果大规模饲养， 吃厂家饲料难
免，肉质不能保证，那又怎能叫土黑猪
呢？ ”

一天，胡庆军在村里转悠，看到一
个老大爷在田里拔萝卜，准备喂猪，他
立马把留守老人和黑猪养殖联系到一
起， 脑海里突然灵光一现：“现在村里
有很多留守老人， 如果先送他们一两
头黑猪种，等养满 12 个月后，用高于
市场价来收购， 这不就解决货源问题
了吗？ ”

说干就干，胡庆军先定了 20 多头
小猪仔， 然后一个村一个村地去发给
愿意饲养的留守老人， 与他们签订协
议并预先支付他们 100 元定金， 承诺
养满一年后，不管市场猪价涨跌，全部

以高于市场价每斤 1 元的价格回收，
仔猪本钱到出售时再扣除。

因无后顾之忧， 许多留守老人纷
纷认养。 这样一来，土黑猪的货源有了
保证， 同时每一头土猪都来自农家饲
养，也保证了质量，又帮农村老人增加
了收入，可谓“一石三鸟”。

“小胡这娃好哇，我身体不太好，
出门打工年纪大了没人要， 呆在家里
又没多少收入， 他给我送来了两头小
黑猪， 家里萝卜青菜呀、 玉米和山芋
呀，多的是。 这样养 12 个月估计每头
300 斤不成问题，一年不出门也能增收
好几千块钱呢。 ”伏岭镇石川村 69 岁
的留守老人洪国干高兴地说。 与他一
样高兴的还有扬溪镇石京村 65 岁的
留守老人程元福， 他最先认养的两头
黑猪，目前都已长到 150 多斤了，看到
一天天长大的“网红黑猪”，他内心十
分欣喜，两头猪一出售，就有了一笔满
意的收入。 目前，像他们这样的认养黑
猪的留守老人有不少， 总计认养 200
多头了。

胡庆军 2001 年出生于绩溪县金
沙镇葛里村，高中毕业后怀揣着“好男
儿要当兵” 的军旅梦想， 毅然参军入
伍。 在部队里，他勤学苦练，吃苦耐劳，
2019 年被评为优秀义务兵。 2020 年 9
月，胡庆军退伍回到家乡，认识了正有
创业想法的大哥， 俩人把目光同时投
向了 “皖南黑猪”上。 他们先在自己村
里买了两头土黑猪，在微信上卖猪肉，
没想到信息一发出去， 猪肉很快就被
一抢而空。 一个月后， 胡庆军创办了
“徽味姜来公司”，《探寻徽州美食》《小
胡在农村》两个视频号。 经过十个月的
运营，视频号日播放量已突破了百万。
日益增长的黑猪肉销量， 带动了 100
多位农村老人签订认养黑猪协议，认
养黑猪 200 多头。

“预计到年底，认养黑猪存栏量将
达到 2000 多头 。 公司也慢慢发展起
来，员工从开始的 2 人增加到现在的 9
人。 ”胡庆军坚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
坚守军人初心， 这份黑猪养殖事业就
一定能成功！

人群中的光芒
有些人在岁月静好时，普通的

如同擦肩而过的路人，但当情况危
急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他们总
能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在人群中迸
发出耀眼的光芒。

近日，河南洪涝灾害牵动着全
国人民的心。 在疾风骤雨、滚滚洪
流中，那些挺身而出的背影给我们
留下了太多感动。 7 月 20 日，河南
巩义米河镇突发山洪，两辆载有近
70 人的大巴车被困，生死时刻，一
名男子开着铲车赶来，救下车上全
部人员。 45 岁的网约车司机杨俊
魁，是一名退役特种兵，在河南郑
州京广隧道内连救 5 人，被问起为
什么奋不顾身下水救人时，他只说
这是“做人的本能”。 地铁里，水渐
渐到了脖子的位置，当救援人员到
来后，撤离时车厢里有一名男子大
喊一声：“让老人、 孕妇、 孩子先
走。 ”……这样的凡人壮举还有很
多， 他们仿佛和我们比邻而居，因

为心灵的闪光，让人钦佩。
这些凡人英雄身上最鲜明的

特点就是，把人性的善心转化成为
外在的善行。 当他们完成善行壮举
后，便又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仿佛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英雄，不过是
普通人拥有一颗伟大的心。 在这场
史无前例的洪涝灾害中，涌现出许
多平民英雄，他们在遇到需要救助
的人时，没有多想，而是义无反顾
地冲了上去。 他们的“挺身而出”，
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让人热泪盈眶、肃然起敬。 原来，人
来人往的人群中，藏着这么多闪亮
炽热的灵魂。

当前，救援还在继续，党和政
府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放在第一位，迅速响应、全力
以赴， 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将
重担压在肩上，各方救援力量顶风
冒雨、连续奋战。 当街头传来子弟
兵“一二三四”的口号，当洪水中飘

起鲜红的党旗，受灾群众悬着的心
终于落了地，人们战胜汛情的信心
更足了。

今日中国，每天都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每天都上演着感人肺
腑的中国故事。 这些变化，是中国
普通百姓努力奋斗造就的；这些故
事，是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真实写
照，是民族精神的生动彰显，是传
统美德的现实回归，标注了时代的
精神高度。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许
许多多平凡而勇敢的人， 他们热
情、朴实、敬业，对工作尽心尽责，
对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身
上展现的忠诚、担当、勇敢的鲜明
品格，源源不断地向社会传递出强
大的正能量。

（陈军）

宿州“营养午餐”
温暖农村娃

“自从 2019 年上半年学校有了
‘爱心厨房’后，孩子们享受到了可
口的营养午餐，别提多高兴了。 ”近
日， 砀山县赵屯镇汪屯小学的一位
汪姓家长高兴地说，“我们非常感谢
党和政府实施的这项营养餐改善计
划的民生工程， 现在孩子不仅吃的
花样比以前丰富了， 中午也愿意在
学校食堂吃了。 这样吃饭不用来回
奔波，让家长少受累，也让学生有足
够的时间休息，保存好精力，为下午
上课做好准备。 ”

近年来， 砀山县教育局根据各
校实际确定供餐模式， 制定食堂建
设改造方案 ， 在县政府投入资金
2486 万元新建、 改扩建学校食堂
136 所的同时，积极开拓思路，多方
筹资利用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教育发展基
金会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润雨计
划” 等资金建设标准食堂、“爱心厨
房”、“希望厨房”等 66 所。

为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
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 宿州市所辖
砀山县、萧县、灵璧县、泗县 4 个县，
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工作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 全市营养改善
计划供餐模式是以食堂供餐为主，
课间餐为辅 ， 食堂供餐率接近
100%，处在全省前列。 全市实施学
校共 1196 所，累计受益学生人数达
1221585 人， 每年需投入膳食补助
资金 2.3 亿余元， 累计投入已近 8
亿元。 （屈海波）

塌陷区变身产业高地
这几年， 颍上县古城镇毛圩社

区找准方向，一方面，依托塌陷区水
资源优势发展水域产业，另一方面，
通过招商引资促进多个产业项目落
地，有力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
村民增收致富。

毛圩社区位于古城镇东北部 ，
矿产资源丰富， 是当地有名的煤炭
大乡。全村 2427 户、7802 口人，原耕
地面积 9000 多亩。 然而，随着地表
塌陷面积增多，目前，毛圩社区塌陷
水面面积达 7000 多亩，可耕地面积
仅有 2443 亩，一度成为颍上县的重
点贫困村。

祸兮福所倚， 土地塌陷给毛圩
社区造成重大损失， 可因塌陷而形
成的大面积连片水域， 却成为毛圩
社区新的发展方向。 古城镇充分尊
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坚持科学
规划，综合治理塌陷区，通过招商引
资等手段，把塌陷区变害为利，努力
走出一条新路子。

夏日炎炎，毛圩社区 5000 亩太
阳能光伏基地格外壮观。

2017 年 9 月 30 日，由江苏常州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投建的 “渔光互
补”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在毛圩村投

运。 项目总投资 9 亿元，利用塌陷区
5000 亩水域， 总装机容量达 130 兆
瓦， 预计年均发电量约 1.43 亿千瓦
时。

水上建设光伏发电板， 水下养
殖鱼和虾，发展“渔光互补”，渔业养
殖与光伏发电相结合， 成为公司开
辟的创新性发展路径。2020 年，公司
实现年产值 3800 万元。

在古城镇塌陷区西区， 万亩珍
珠养殖产业园项目成功入驻。 产业
园由浙江百润珠宝有限公司投资，
计划规模发展珍珠养殖 10000 亩 ，
已投产养殖水域面积 4000 亩，年生
产珍珠 30 吨， 年销售额 1000 万美
元。

在大力发展水域经济的同时 ，
毛圩社区“两委”还积极引导成功人
士回乡创业。 看中家乡的发展前景，
毛圩社区村民胡强返乡创办了博浩
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新型建筑
材料， 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乃至国
外，年产值达 3000 多万元。

2019 年 7 月， 经颍上县政府批
准， 颍上经济开发区古城工业园成
功设立。 古城工业园的选址，就是毛
圩社区矸石集中加工区取缔后的荒

废土地。 在毛圩社区“两委”干部的
共同努力下， 各种招商引资项目纷
纷落户， 现已完成入园的有瑞泰服
饰、众志建材有限公司、安徽美雅局
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等。 近期，又成功引入华创、圣
恒等 18 家纺织企业。 这 18 家企业
计划入驻古城纺织产业园，占地 500
亩，总投资 10 亿元，建成后，预计年
产值 25 亿元， 实现利税 3 亿元以
上。

产业兴旺， 村集体经济也得以
快速发展。2020 年，毛圩社区村级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 119.5 万元， 包括
“一村一品”收益 9.4 万元，扶贫专项
资金 40 万元入股卜文松家庭农场
分红 3 万元，光伏扶贫收益 5 万元，
扶贫专项资金 5 万元入股李业成养
牛场，分红 0.5 万元，集体水面出租
租金 101.6 万元……“2021 年，社区
集体经济收入预计可达 127.9 万元，
实现稳定增收。 ”毛圩社区相关负责
人说。

（潘金铭 武万勇 何曼曼）

南谯做好
兜底保障

本报讯 今年以来，滁州市南谯区
以社会救助领域放管服改革为契机，
统筹完善社会救助审批确认和联审
联批制度， 规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严把审核审批关口，简化审核审批流
程。

截至 6 月底，全区共发放低保资
金 1342.52 万 元 、 特 困 救 助 资 金
752.38 万元，临时救助金 28.59 万元。
持续做好信息比对及摸排监测， 至 6
月底共核实低保 434 户 1244 人。 积
极推进城乡低保专项治理和社保领
域专项整治工作，坚持动态管理和长
期公示制度，重点杜绝“人情保、关系
保”，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 ”，筑
牢织密社会救助兜底保障网。

（杨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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