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亮点

肥东兜底保障困难退捕渔民

本报讯 今年以来，肥东县民
政局多渠道、 多举措落实困难退
捕渔民救助政策， 确保退捕困难
渔民衣食无忧，生活稳定。该局主
动对接农业农村局、 人社局等部
门，全面摸排困难退捕渔民信息。
对符合低保边缘家庭或支出型困
难家庭条件的，及时进行认定，应
保尽保，应救尽救。 截至目前，全
县共有 8 户 9 人困难退捕渔民纳
入社会救助保障。 截至目前，累计
发放困难退捕渔民低保对象低保
金 3.08万元，发放特困供养金 1.49
万元。 （梁勇 高桢）

繁昌制定禁渔有奖举报办法

本报讯 近日，芜湖市繁昌区
制定 《长江禁渔有奖举报办法》，
规定了适用范围、举报方式、奖励
条件、奖励标准及保密责任。其中
奖励标准为， 群众举报经查实构
成非法捕捞、 非法垂钓或市场经
营主体虚假宣传“江鲜”“江鱼”行
为的 ， 对举报人奖励 人 民 币
100—1000 元。举报的线索被公安
机关立案查处的， 对举报人奖励
人民币 3000 元。 落实保密责任，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
人身份信息， 违者依法承担相关
法律责任。 （方文）

凉亭壮大村集体经济

本报讯 近年来， 怀宁县凉
亭乡不断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新路
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培育了一
批集体经济强村。该乡聚集“一村
一品”，打造特色产业，各村分别
以蓝莓、紫薯、荷花、药材等为集
体经济发展特色产业， 同时与农
业部门、商务部门、合肥市华之坚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合作， 加强
种植技术培训、产品包销培训等，
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2021 年，全
面消除了集体经济收入 10 万元
以下村，其中磨山村、青山村等 4
个村经营性收入达 50 万元以上，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较往年有较大
增长。 （钱续坤 程玲玲）

泥河美乡建设“接地气”

本报讯 近年来，庐江县泥河
镇三措并举让美丽乡村 “接地
气”。 目前共建成了 11 个富有特
色的美丽乡村。开展礼仪新风、村
规民约、 文明家庭等的宣传与评
比，评选一系列的先进典型，充分
展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面貌；深
入发掘并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
进物质与精神、 传统文化与现代
理念的融合； 挖掘中心的自然特
色资源，紧紧围绕发展之美、生活
之美、生态之美、人文之美，请规
划设计专业人士， 因地制宜进行
打造，把艺术设计融入美丽乡村、
美丽庭院等建设中。 （徐梅生）

乡村论坛

老影院演绎乡村振兴新故事
一座牌坊，一个亭廊，一栋老影

院，一幕新喜剧。
夜幕下的歙县许村镇许村，晚

霞褪尽，热情依旧，古色古香，美轮
美奂。当月华散落，大观亭的外墙花
窗，树影婆娑，两女行走廊间，宛如
越过时间，直达徽州百年典雅深处。
抬头望去，横坊斗拱托大梁，锦纹彩
绘天花板。 虚阁再朝上，八角飞翘，
风铃叮当。

秋风乍起， 琳琅振响， 十方肃
清。数墙之隔的许村老影院内，许家
“凤凰” 许若涵正亲历一场跌宕起

伏、笑中带泪的招亲大会。 改造后的
老影院环境典雅，皆古装待客，并奉
为上宾。

老建筑，新时光。在互动大堂，舞
台灯光交替闪烁， 瞬间开启时空之
门，与众人一同回归三百年前的许家
大院。 锣鼓声起，招亲主角许若涵立
于鼓面之上，虚空曼舞，薄纱清帐，人
影绰约，美不胜收。 三大参与此次招
亲的家族代表各具特色， 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许家有喜》以许村当
地传统文化和民间故事为创作背景，
剧情高潮迭起，令观众沉浸其间。

演员对话尽在耳旁，衣袂带风，
举手投足，近在咫尺，这正是沉浸式
戏剧的魅力所在。 沉浸式戏剧通过
重塑空间场景的感知力， 在舞台上
高度还原现实生活中的场景， 让演
员和观众都有身临其境之感。 演员
带着观众的情绪“走”，观众将演员
推向不可知的方向。 演员与观众连
为一体， 共同行走在具有强烈代入
感的剧情中。 以如此新颖独特的方
式，在如此古典怀旧的地方，上演着
如此浪漫唯美的故事。

所有的浪漫背后， 都有着不为

人知的付出与坚守。 许村老影院闲
置多年，破旧失修，面临倒塌。 为保
护历史文化建筑， 盘活乡村闲置资
产，壮大村集体经济，2021 年许村镇
通过“双招双引”引来外资企业与村
集体合作，以“租赁+合作入股”的方
式，联合红妆缦绾项目团队，将老影
院打造成集非遗文化传承、展示、互
动为一体的沉浸体验式民宿， 既保
护了建筑本身的历史意义， 又保留
了影院演出的历史功能。

物尽其用，古建“新生”。 新时代
下的许村，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打
造皖南古村乡村振兴的新样板。

(胡青丝)

民宿产业“花茂”大山深处

■ 通讯员 李晓洁 本报记者 冯长福

从祁门县箬坑乡红旗村村委会
出发，沿着玉带似的盘山公路绕山而
行，云雾缭绕、树木葱茏间的冯家顶
便慢慢浮现在眼前。

冯家顶是祁门县海拔最高的村
庄， 家家户户以青石砌塝为地基，用
红泥土筑房， 错落有致， 极具特色。
2018 年，红旗村第一家民宿———冯家
顶民宿就在这里诞生。

已经过了中午，王美芳仍脚步匆
忙，接电话、安排房间……又有一批

客人下午要到达。 自冯家顶民宿开业
以来，“忙碌” 就成了王美芳的代名
词。 她告诉记者：“2014 年，我和丈夫
在池州市杏花村打造了唐茶村落旅
游景点， 积累了丰富的旅游运营经
验。 工作过程中，我们发现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追求慢山慢水慢生活，而我
们的家乡冯家顶自然景观优美，正是
都市群体向往的桃源。 2017 年，我们
回到家乡， 依托徽派土楼建筑群、原
生态茶园、 高山冷水鱼等特色资源，
打造了这处民宿。 ”开业后，通过多方
宣传和良好口碑，冯家顶民宿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游客。 2019 年央视一则
《安徽祁门：高山民宿游火热》的新闻
让冯家顶名声大振。“2015 年，冯家顶

一年接待游客约 1000 人， 到了 2019
年， 黄金周一天的游客量就能达到
1000 人，民宿更是一房难求。”王美芳
说。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整个
民宿行业遭受重创。 “那一年过年，本
是预订爆满的房间， 只住了 10 来个
人。 看着冷清的民宿，我十分焦虑。 ”
但很快，政府的支持、行业的自救，让
王美芳重新燃起了希望。 随着疫情形
势逐渐平稳，民宿行业强劲的活力和
韧性也给了她极大的惊喜。“4 月重新
恢复接待后， 民宿同期的入住率比
2019 年还高了 30%。 ”

正是这次“挑战”，让王美芳坚定
了在民宿行业坚持下去的决心。 2020

年至今，虽然疫情偶有反复，但王美
芳从中看到了更多的希望与机遇 。
“这两年，周边游呈现快速复苏趋势，
来到冯家顶的省内游客比原来增加
了 10%左右，而民宿往往会成为周边
游旅居的最佳选择。 其次，疫情加速
了行业洗牌，这促使民宿市场必须迈
上规范化、品质化的新台阶。 ”

近日， 记者在冯家顶民宿看到，
民宿内 13 间星空观景房正在装修
中。 “冯家顶被誉为可以与星空对话
的地方。 通过改造，我们希望可以提
升住户的旅行体验感，让冯家顶的美
更多维度地印刻在游客的心里。 ”

王美芳夫妇是冯家顶民宿产业
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两人的成功

也让越来越多的村民看到了农旅融
合发展的希望。据悉，2018 年至今，全
村农家乐、民宿已经发展到 12 家，乡
村旅游从无到有已成为村域经济发
展的新动能 、 村民增收的新支点 。
2021 年， 全年进山游客达 2 万余人，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00 余万元。

从原先的“一枝独秀”到现在的
“百花齐放”，这种变化正是冯家顶民
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印证。 “民宿进
村后，民宿产业和全域旅游融合发展
的步伐逐渐加快。 红旗村将坚持把乡
土风貌、特色产业与现代旅游需求有
机结合，让民宿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
源源不断的动力。 ”红旗村党支部书
记吴华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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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共建”开辟富民新途径
“多亏了政府部门的帮忙，缓解

了我们在农忙时节的资金周转压
力。 ”望江县凉泉乡韩店供销合作社
负责人王云珍介绍，该合作社已发展
艾草种植基地 1500余亩， 拥有艾草
加工厂 1座， 日可加工艾草 8吨，并
成功开发出艾条、艾柱、艾灸贴等 20
多款产品，远销浙江等地。 目前头茬
艾草已收割完毕， 预计总产量可达
800余吨，带动农户增收 100余万元。

今年 6 月以来，望江县采取“村
委会+供销社+农民”模式，组建村

级供销合作社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村级供销社），村党组织与供销合作
社共同打造为农服务新载体， 开辟
强村富民新途径，通过利益联结、定
向帮扶、 就业安置、 创业扶持等方
式，推动企业发展和农户增收，助力
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

和韩店供销合作社一样，从“村
社共建” 中受益的企业还有雷江、龙
尚、丰乐、值雪山、鹧鸪山、官庄等 10
家供销合作社。其中官庄供销合作社
开展中药材覆盆子和薄壳山核桃种

植、培育，建设 60亩覆盆子中药材基
地，并设立种子销售、水产品养殖服
务等中心。 今年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2
755 万元，利润 100 余万元。 漆岭供
销合作社通过增资入股、 合作共建，
大力培育发展苔藓基地，目前已扩建
6 个大棚，总面积接近 20 亩，所生产
的苔藓产品销往苏浙沪、 出口东南
亚，日均收入 8000-10000元左右。

结合试点建设， 望江县积极支
持各村依托资源优势，扶持有想法、
有能力、有技术的能人创业，大力发

展特色农业产业。 选取一批有代表
性的试点单位，与家庭农场、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及村集体合
作，成立村级供销合作社，动员农业
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参
股入社，共同出资、共创品牌、共担
风险、共享利益。 同时加强与金融机
构对接， 为有资金需求的经营主体
提供服务。

据了解， 望江县计划到 “十四
五”末，通过“村社共建”新建乡镇为
农服务综合体（中心）10 个，新建各
类综合供销服务社 20 家，领办创办
专业合作社 8 家， 新增各类经营服
务网点 40 个，有效聚合生产、供销、
信用“三位一体”要素资源，切实增
强农业企业发展后劲。

（柯思德 查淑娟）

热线不通冷的是群众心
8 月 14 日， 海南省纪委监

委通报三起违反疫情防控纪律

典型问题， 其中热线电话被故
意设成占线状态的案例备受关

注。 疫情期间，三亚市吉阳区设
立了 24 小时热线电话，为群众
提供心理疏导、 危机预防等服
务。 8 月 9 日，纪检监察机关明
察暗访组发现， 热线电话接线
员邢增添故意将电话设置为占

线状态， 导致热线电话无法接
入，时间长达 90 分钟。 通报显
示，邢增添被解除劳动合同，三
亚市吉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组成员、副主任林惠失职失责，
被立案审查调查。

“热线不热”“线路不畅”，
冷的是群众心。 政务服务热线，
一头连着百姓、一头连着政府。
其设立初衷就是要畅通民意诉

求渠道、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
盼”，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同样扮
演着重要角色。 疫情发生后，约
8 万名游客滞留三亚。三亚各区
开通 24 小时民生保供热线 ，

12345 热线平台开通旅游涉疫
专席， 都是为了帮助解决群众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然而，寄
托着群众期待的服务热线 ，却
由于人为因素长时间占线。 如
此“掩耳盗铃”，接线员躲清闲、
省事了， 群众的诉求却摆在那
里得不到解决。 这样的行为大
大降低了热线的 “温度 ”，让服
务热线沦为摆设， 让遭遇忧愁
烦难的群众凉了心， 损害了党
和政府的公信力。

现实中，“热线不热”“线路
不畅”等问题时有发生。 有的服
务热线总是“正在通话中，请耐
心等候”；有的虽能接通，诉求却
石沉大海，“稍后回复”成了“没
有回复”； 有的接单单位相互踢
皮球，推诿塞责拖着不办……热
线不“热”，根子在于作风不实、
服务意识不强、 责任落实不到
位。个别工作人员缺乏为民服务
之心、漠视群众诉求，不能设身
处地从群众角度出发想问题，导
致热线难接通、接通后办事难。

让热线“热起来”“暖起来”，
既要热线畅通、热情服务，还要
转办高效、及时回应，切实帮助
解决群众诉求。要认真对待每一
个咨询、投诉，热情受理、认真办
理，切实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
有回音。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政务
服务热线接听、受理、办理情况
的动态监管，发现问题、及时纠
正。 纪检监察机关要靶向监督，
对不及时处理群众诉求、办事效
率不高等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的形式主义问题靶向纠治、严
肃处理。

政府部门要把维护群众利

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让群众的诉求有人听、有人管、有
人办，以扎实的作风、高效的服务
为群众排忧解难， 让热线真正
“热”起来。

（李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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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大力培养“名徽厨”
本报讯 日前，绩溪县通过文艺宣

传形式，选树了一批德艺双馨、创业奉
献和厨艺精湛的绩溪“金徽厨”，激发
徽厨就业创业潜能。

该县把培育本土“金徽厨”工作摆
在突出位置，积极构建“定点培训＋基
地建设＋技工院校”的技能人才培训体
系。截至目前，已在华阳镇、家朋乡等 ７
个乡镇举办 ７ 期技能提升培训， 培训
人数达 ２７０多人。 采取“订单式”培养、
“基地式”孵化，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建
设高品质的徽厨实习实训基地。同时，
利用“名师”带徒方式，发挥“金徽厨”
技能大师引领传承作用， 开展 “金徽
厨”烹饪职业技能大赛，不断提高徽厨
烹饪技艺，创新徽菜新品。

此外，绩溪县组织实施“十乡百碗
千店万厨”牵引工程，深入挖掘推广乡
村本土经典特色菜式， 改良创新推广
一批新式徽菜菜谱， 打造一系列美食
名厨及美食名店， 推动形成完整产业
链。目前，“金徽厨”获评全国特色劳务
品牌，成功注册“绩溪徽菜馆”公共品
牌，向全国推广徽菜餐饮店 ６５３ 家，徽
菜厨师发展到 ６８９８ 人。 初步实现了
“绩溪臭鳜鱼”“小黄牛肉”等特色菜式
产品的标准化、工业化生产加工，在全
国 ２１ 个省市建有销售网点 １００ 余个。

（周明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