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户养土鸡致富
南陵县籍山镇葛林村平东组脱

贫户夏益致，今年 69 岁，妻子肖习
兰肢体残疾。 今年以来，在镇、村的
关怀下，该户利用房边山林，饲养老
母鸡 300 只， 获省奖补 4000 元，收
入 15000 元，从事村新“四员”岗位，
全年收入 2880 元。去年他家庭总收
入 36074 元，人均收入 18037 元。

梁卉 华清 雨贤

宿松供电公司获先进
近日， 国网宿松县供电公司荣

获县 2021 年度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先进单位和纳税大户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 该公司大力践行 “忠
诚、实干、创新、争先”文化理念，坚
定实施“一体三化”现代能源服务，
多措并举服务现代化美好宿松建
设。 沈新荣

岔路镇：稻虾共生促增收
近日，霍邱县县长韦能武、副县

长杨军章一行人前往岔路镇天堂村
实地了解虾农收益情况。

“从几年前开始，岔路镇部分种
粮大户积极探索‘稻虾共生’种养模
式， 促进农业产业多业态复合发展，
实现了多点共赢。 目前，全镇已建成
高标准‘稻虾共生’基地 5 万余亩，龙
虾产值超 6000 万元。经过多年积累，
具有一定‘稻虾连作’产业基础和种
养经验的岔路镇，正致力于将‘稻虾
连作’打造为富民强镇的第一特色产
业、转型升级的第一示范产业、‘接二
连三’的第一综合产业。 如今，从‘稻
虾共生’转型‘稻虾连作’，岔路镇的
稻和虾正在谱写乡村振兴经济增长
点新的歌谣。 ”岔路镇党委书记刘开

宝介绍说。
天堂村党支部书记张红军介绍，

虾苗投放后，在种稻前龙虾就能成熟
形成收益，等到稻子分蘖时再投放种
虾， 种虾在稻子成熟前钻到田里，稻
子收割对其没有影响。 第二年春天
时，不用再投放虾苗，种虾产卵孵化
之后的虾苗会在天暖时钻出来，稻子
分蘖时也不用再投放种虾。 相比“稻
虾共生”，“稻虾连作” 每年每亩在水
稻之外的收益至少有 3000 元，是“稻
虾共生”的 5倍左右。

“我们通过推广种植同一品种优
质食味稻米，打造绿色有机稻虾米品
牌，结合美好乡村建设，全面提升岔
路稻虾产业影响力。 ”刘开宝信心满
满地说。 张正旭

修好振兴路
乡村振兴，首先要建设好道路。

霍邱县彭塔镇坚持把街道发展同精
准脱贫、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着力
补齐街道交通短板。日前，霍邱县单
王至彭塔公路工程项目已经开工，
项目建成后， 将方便街道群众生活
出行、行车及货物运输，为街道经营
者和消费者提供便利， 为农户销售
农产品提供优良运输条件， 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活力。

时德前

潘集镇党建引领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霍邱县潘集镇立足“生

态立镇、产业强镇、文旅兴镇、开放活
镇”主战略，坚持党建引领，深入挖掘整
合乡村资源，扎实推进“产业发展、生态
环境、乡风文明、乡村治理”四个提升，
切实把乡村振兴的责任扛在肩上。

该镇推行 “党建+ ”品牌 ，按照
“党建+专业合作社+农户” 模式，建
成特色产业基地，形成“支部抓产业、
党员创实业、群众富家业”新格局，培
育创业创新先锋 20 名， 党员带头创
办专业合作社、致富项目 27 个。因地
制宜打造党建特色品牌，围绕稳产保
供，做大做强芡实、食用藕、小龙虾等
特色产业。

依托“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以
推动村民文明习惯养成和提升家庭

生活品质为着力点，教育引导各村党
员亮身份、亮作为，带头宣传、带头行
动、带头维护。今年以来，各党支部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53 次，发
放维护环境倡议书 8000 余份， 动员
党员干部群众 1000 余人次， 形成齐
抓共管、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该镇各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
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开展“美丽庭院”
“好婆媳”等评选表彰活动，党员和联
系户之间建立“连心群”(微信群)，打通
宣传群众、联系群众的“最后一米”。以
新风行动为载体， 建立健全 “支部书
记+支委+组长+网格员”体系，发挥党
员示范带头作用， 发动村民共同制定
村规民约， 实现党建与乡风文明的深
度融合。 季平韦

马店镇做好疫情期间“防返贫”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倒春寒”， 霍邱县马店镇在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坚持抓好
乡村振兴工作。 连日来， 各村在
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不忘巩固脱贫成果， 持续关注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

该镇驻村工作队在疫情防控
中奋勇当先， 认真贯彻落实镇村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与村“两
委”一道 ，顶着高温 ，风雨无阻 。
在执勤卡点对过往车辆及人员进
行登记检查和体温检测， 严格落
实落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有效
管控人员流动。 在疫情防控的同
时， 驻村工作队趁着上门为部分
群众开展核酸检测的契机， 及时
掌握了解重点人群的诉求和意
愿， 全力协助解决因疫情带来的
实际困难， 最大限度帮助和减轻

疫情防控对困难群众日常生活和
看病就医的影响。

在工作中， 网格员将疫情防
控与巩固脱贫成果相结合。 在全
面排查， 摸清返乡人口底数的同
时，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工作，
通过走村入户、微信、电话等多种
形式， 全面摸排脱贫群众近期外
出返乡情况， 重点关注中高风险
地区返乡人员情况， 对他们进行
防疫常识的宣传， 做好个人防护
工作。 对建档立卡户家庭情况、
收入情况和“两不愁三保障”情况
进行重点监测，做到不漏一人，不
缺一户。 不让他们因为疫情无法
发展产业、开展就业，镇村干部能
实时掌握情况， 及时采取帮扶措
施， 确保家庭收入不出现明显下
降。

汪舒凡

分配光伏收益
太阳能发电不仅高效、清洁、可

持续， 更能通过光伏电站产生的收
益帮助脱贫人口继续巩固脱贫成
果，防止返贫。 2022 年第一季度，霍
邱县范桥镇继续做好光伏收益分
配。

本季度， 范桥镇光伏电站共产
生收益 208862.65 元， 其中户站收
益为 148681.75 元， 分配给 321 户
脱贫人口；村站收益 60180.9 元，去
除 40%用于小型公益性事业建设，
剩余 36109.7 元分配给 94 户脱贫
人口。 魏巍

督查老旧小区整治项目
4 月 17 日，舒城县城关镇党

委书记、镇长张栋梁到今年第一
批实施的老旧小区整治改造项目
（舒怡社区）施工现场，了解项目
进度和施工情况。

自 3 月 28 日开工建设以来，
该项目已完成舒席厂宿舍 1# 与
3# 的支路雨污水管网新建、弱电
管线入地预埋， 舒席厂宿舍 1#-
3# 及警苑小区 1# 支路道路混凝

土垫层浇筑， 舒席厂宿舍 1#-3#
及警苑小区单元楼道管线入墙及
内墙铲除修复。

据悉，该老旧小区整治（舒怡
社区） 项目计划投资 1944 万元，
将于 9 月 28 日完成竣工，计划工
期 180 天。目前，施工方正在组织
力量，按照序时进度，有条不紊组
织施工。

郭登安

多措并举筑牢防疫网
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

势， 六安市裕安区狮子岗乡积极
组织动员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组
建志愿服务队， 全力构筑抵御疫
情的严密防线。

该乡共 63 名志愿者主动请
战，其中支援平桥乡 51 名，支援
苏埠镇 12 名，在交通要道成立临
时党支部 2 个，24 小时轮流值班
备勤。

该乡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包
干式立体防控，严守进村道路、逐
户宣传防控、劝阻村民聚集；充分
发挥各类宣传载体作用， 劝导群
众取消聚会， 丧事简办、 婚事延
期，严格遵守静态管理规定。

乡疫情防控指挥部协调各方
力量，及时将防护服、口罩、消毒
液等防疫物资及时下拨各村
（居），保障物资供应。 杨晓娅

做好事不留名
4 月 19 日，合肥公交集团保修

公司职工刘忠果驾驶私家车行驶至
柏堰湾路与火龙地路交叉口时，路
遇交通事故， 不顾个人安危迅速下
车将三名被困人员全部营救到安全
地带， 等到救援民警赶到后才默默
地离开了事故现场。 严晓燕

拒绝毒品
近日， 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局

永安派出所深入辖区人员密集场所
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活动使“种毒违
法、种毒必铲、种毒必究”的法制观
念深入人心， 鼓励广大群众积极检
举揭发各类制种毒违法犯罪活动，
以实际行动参与到禁毒斗争中来。
此活动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对毒品
危害的认识。 王占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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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整治环境问题
灵璧县经济开发区对辖区生态

环境问题开展排查整治工作，截止
目前共排查上报 31 件生态环境问
题，均已整改到位。

2021 年 10 月， 该开发区制定
了《灵璧经济开发区建立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监督长制度实施方案》，在
全区范围内形成以区、社区环境监
督长为“点”，以部门专项监督长为

“线”，以工委管委为“面”，全面推行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反应灵敏、处
置有力的环境监督长制， 形成全面
排查、全面治理、全过程监管、全方
位提升的生态环境监管新格局，对
各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
作实施日记录、月报告制度，及时解
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

周亮 彭梦梦

为小麦丰产保驾护航
当前正是小麦赤霉病的最佳

防治期，灵璧县渔沟镇坚持“预防
为主，主动出击”防治策略，有序开
展小麦赤霉病飞防作业。镇纪委深
入一线靠前监督，为乡村振兴提供
坚强纪律保障。

“现在已经飞防了多少亩小
麦？ 农药配比是否达标？ 是否存在

干部吃拿卡要情况？ ”渔沟镇监督
小组成员询问道。 连日来，渔沟镇
专项督查组通过实地走访和随机
抽查等形式对全镇小麦赤霉病农
药喷洒情况进行监督，现场查看植
保无人机喷洒农药情况、农技服务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指导情况，
监督防治措施落实到位情况。

经督查，全镇 9 多万亩小麦截
至 4 月 24 日已全部喷防一遍，为
全镇小麦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薛春霖 王阳

精心防控疫情
灵璧县朝阳镇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 把疫情防控与企
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保持
了全镇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该镇组织各企业包保领
导及防疫办工作人员对辖区
内企业进行疫情防控督导。
主要督导工业企业疫情防控
“十落实” 告知书等要求，对
人员出入管理、个人防护、测
温验码、 健康监测以及环境
消杀、 运输车辆闭环管理等
进行了严格要求。

同时，为企业排忧解难,
及时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存
在的困难。 在企业严格落实
低风险地区驾驶员持 48 小
时核酸检测证明、 车辆闭环
管理的前提下， 为企业开具
《来返宿货运车辆备案表》，
及时调运生产物资， 以满足
企业正常生产， 做到疫情防
控常态化与经济稳步发展有
机结合。 赵伟倩

“扫黄打非”专项检查
近日， 灵璧县朝阳镇组织

综合执法队、文广站、市监所等
单位联合开展“扫黄打非”专项
检查。

检查中， 检查组重点检查
辖区内超市、书店、打印店等文
化经营场所， 对各经营店的经
营证件是否齐全、 是否守法文
明经营、是否出售含有违禁、恐
怖、色情、暴力、封建迷信等不
健康文化内容的非法图书、报
刊、音像制品、非法盗版出版物
等情况进行了严格的核查。 同
时，检查组还向经营者宣传“扫
黄打非”相关法律知识，要求他
们要提高守法经营、 文明经营
的意识。 武辉

督查以工代赈项目
为加强对 2022 年中央省财政

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的监管，近日，
灵璧县发改委组织人员到朱集乡开
展 2022 年以工代赈项目现场督导
检查工作。

检查组一行采取电话访谈、实
地勘察、入户走访等方式，重点核查
以工代赈示范项目的务工组织及劳
务报酬发放、项目规范管理、资金安
全使用等方面项目进度。

检查组要求， 一要确保项目质
量和资金使用安全项目， 严格落实
劳务报酬从财政所发放的要求，不
能挪作他用。 二要做好务工组织工
作，强化用工监管，及时足额兑现劳
务报酬，发挥以工代赈“赈”的作用。
三要求相关项目实施单位抓住当前
晴好天气，加快工程进度，确保如期
交付使用。

孙雅馨

重视孤寡老人健康
疫情当前， 灵璧县开发区

养老院高度重视孤寡老人的疫
情防控， 全方位保护院内老人
的健康。

在增加生活物资储备的同
时， 开发区养老院专门设置进
院物品的消杀置物区， 对一切
进院的生活用品均进行消杀
后，方可使用。 对院内 21 个老
人，4 个行管人员均配备防护
服、酒精、84 消毒产品等，以备
不时之需。 采取持续进行封院
管控措施， 不允许家人探望和
接出。

按照县民政局要求， 养老
院内行管人员 24 小时轮流值
班， 落实三天一次核酸检测制
度，及时增加院内娱乐项目，并
稳定老人情绪。 张琼

推广“防贫保”
近日，霍邱县临水镇乡村振兴工

作站牵头， 组织保险公司及 16 个行
政村开展“防贫保”综合保险推介工
作。

该镇成立“防贫保”综合保险工
作领导小组，明确各村乡村振兴专干

为协保员， 加强人员政策技能培训，
做好保险资料收集和统计工作。 保
险机构成立工作服务小组， 分片包
保，简化保险条款，优化办理流程，实
施“一站式菜单服务”。

徐运高

防控经营“两不误”
当前， 疫情形势复杂严峻，蜀

山区烟草专卖局高度重视、行动迅
速，聚焦重点环节 ，统筹部署疫情
防控和生产经营，党建引领群团共
战，筑牢疫情防控安全 “堡垒 ”，确
保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 “两手抓、
两不误”。

张宝

灵璧 风采

普及禁毒知识
为进一步扩大禁毒宣传的覆盖

面， 使禁毒知识普及到辖区居民群
众的身边，4 月 24 日， 埇桥公安分
局永镇派出所民辅警通过向群众散
发禁毒宣传单页、张贴禁毒海报、喇
叭宣传等形式， 向群众讲解禁毒知
识。 武泽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