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新闻部
电话：5325915

E-mail：dbrx5325915@163.com

社会新闻部
电话：5325915

E-mail：dbrx5325915@163.com

2019年5月3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严蓉晖 电话:5325915

社 会

新闻短播
本报讯 5月 22日，记者在潜山

市油坝乡东店村，看见该村村民陈根
满，正和同伴在合作社的水田里，忙
着给龙虾喂食。同行的汪路根介绍
说：“再过两个星期，这批龙虾就可以
起虾了，虽然这里的虾起捞晚，但价
格可不低，因为它们是现在流行的青
虾，肉多壳薄，很受消费者欢迎。”

70多岁的陈根满身体不好，一直
吃药，加上年纪大了，又找不到合适
的工作，一直以来都是东店村中心组
的贫困户。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去
年，听说村里要将这一片闲置的低洼
田，用来养龙虾，我当时还想着如果
能在那里找点活干，该多好。开春
后，就有村干找我来这里干活，真的
是心想事成。”

进入饲养场后，陈老每天投料喂
食，间隔一个星期消毒一次，采摘水
花生放水中给龙虾遮荫……这些事情
陈根满感觉很轻松。他笑着说：“一天
140元的收入，我也很满意。”

采访时，东店村书记程敏告诉记
者，这片洼地以前种过水稻，由于不
是连片发展，收益不高，后来村“两
委”经过商议，准备在这片低洼地
里，实施稻虾共生项目，在插秧之
前，可以放养第一批龙虾，等5月下旬
收获第一批龙虾以后再插秧，等到8月
放养小龙虾，第二年5月开始捕捞商品
虾。稻田里养小龙虾，是一种先进绿
色农业种养模式：虾为稻除草、松
土、增肥，稻为虾供饵、遮阴、避
害，“稻虾共生”种养模式生产出来的
大米，由于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品
质更安全。这片60亩的洼地投放4000
斤的虾苗，初步估计，收入 20 万左
右，小龙虾将成为东店村村集体经济
增收的得力干将。

来到离东店村不远的崔仓村，只
见村民汪路根正和同伴划着船为螃蟹
喂食。据了解，这片水塘是崔仓村从
村民手中流转过来的，其地势特别低
洼，旱涝灾害时常发生，所以大伙儿

种水稻的积极性不高。村里以每亩200
元的租金租下，一些有种养意识的人
却争着签合同。该村村干汪全海介绍
说：“最初，我们也考虑稻虾共生，最
后到望江和南京考察，发现我们这一
片田地，更适合养殖螃蟹，于是，从
江苏盐城购买了蟹苗，你看，这些小
螃蟹，已经退了两层壳了。”汪全海随
手扒开一片水花生，用手拢起几只小
螃蟹，眼神里充满着骄傲。他说：“我
们的小螃蟹，可是全村的致富希望，
这一块70亩的水塘，涉及中心组和汪
屋组的12户贫困户家的田地，目前，在
这里劳作的贫困户有20人，一开始制作
钢丝网，到现在的管理，我们都尽量安
排贫困户上岗，每人每天收入100元。”

据崔仓村负责人介绍，70亩的水
面下，是150万枚螃蟹休憩的场所。它

们对水质要求比较独特，要给它们准
备荫凉的地方，而且还提供螺蛳给它
们吃，最后，成活下来的只有 30 万
只。不过，其市场前景较好，三两左
右的螃蟹，市场价格在40元一只。按
照目前的环境和生长趋势，到国庆节
螃蟹成熟的时候，三两左右的螃蟹，
肯定占大多数。

22日，油坝乡乡长成卢接受采访
时说：“油坝乡很多地方地势低洼，水
域面积广阔。初步统计，水产养殖的
面积达 3000 余亩。因地制宜的打造
龙虾、螃蟹等水产养殖，不仅能促进
集体经济的发展，也可带动村民致
富。我们将借助高铁站这个地理优
势，提升油坝水产的品牌竞争力，让
它们真正成为当地百姓脱贫致富的虾
兵蟹将。”

“虾兵蟹将”闯出产业扶贫新路子
本报记者 胡玉堂 本报通讯员 聂慧玲

本报讯 5月27日，记者来到潜山市槎水镇中畈村贫困户
杨基根的木耳和香菇种植基地，看到洁净的乡间道路、错落有
致的住房和秀美的风景。目前，正是黑木耳收获的季节，杨基
根和妻子储诚霞正在忙着收获今年第一茬产品，从一排排摆放
整齐的菌袋上，采摘出一朵朵黑花，看着黑黝黝的新鲜木耳，铺
在篮子里，杨基根夫妇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多亏了党
的扶贫政策，让我们这些山区贫困群众找到了出路。”

据了解，今年51岁的杨基根，是中畈村有名的孝子，为了照
顾当过兵，且身体不太好的父亲，他一直没有外出打工，加上孩
子读书，其家庭负担非常重，2014年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了早日摆脱贫困，杨基根尝试培植木耳，一开始，采用椴
木打孔接种法，产量少，成本高，一年忙下来，赚不了几个钱。
好在杨基根夫妇，深知要想改变贫困面貌，只有比别人多干苦
工、多下苦力，才能实现致富的梦想。因此，别人嫌脏、嫌累的
活儿，他夫妇俩二话不说直接上手，手上蹭破皮、磨出茧是常有
的事。在整个木耳和香菇种植过程中，选材、接种、排场、垫棒、
立架、管理、采收、销售等，不仅烦琐还消耗体力，他们除了抢时
间需要请工外，都是自己亲力亲为。2018年元月下旬，一场低
温冰雪灾害不期而至，为了保护种植大棚不被积雪压垮，杨基
根夫妇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停歇，不间断清除棚顶积雪，终于保
住了大棚。“当时，我和杨基根都感冒了，但是我们每天都只睡4
小时，至少保证有一人在铲雪现场。”对于那场灾害，储诚霞记
忆犹新。

为了掌握先进培植技术，杨基根报名参加了槎水镇农技站
组织的种植技术培训班，还自费到湖北等地的种植大户处“取
经”，经过艰辛努力和摸索，他熟练地掌握了袋装菌袋培植技
术。如今，他种植的黑木耳，常年保持在8000棒以上，不仅自家
于2017年光荣脱贫，还直接带动附近17户贫困户和村民从业致
富，并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菌王”。贫困户陈汉东、杜传甲、
陈国顺等，农闲时在杨基根的种植基地打零工，一年的收入不少
于5000元，他们还从事其他工作，因此，都摆脱了贫困的面貌。

扶贫重在扶志气，杨基根夫妇在扶贫政策的帮助下，用实
际行动展现了贫困户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在潜山市象杨基
根夫妇这样的贫困户有很多很多，都成了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通讯员 卢育杰 记者 胡玉堂

“菌王”杨基根
致富领头雁

本报讯 5 月 28 日，从怀
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传
出消息，该县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实际完成参保缴费人数达
25.02万人，征收养老金6628.05
万元，人均缴费 264.87 元，完
成率达100.33%，在安庆市率先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为确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制度落到实处，该县在规范服
务上“做加法”，大力推行马上
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四办”服务模式；在标准建设
上“做减法”，进一步优化从参
保到待遇、从缴费到认证的经
办程序，大力减少签字、盖
章、审核、告知等环节；在信
息手段上“做乘法”，建立以网

上认证为主，大数据比对筛
查、进村入户走访调查和社会
化管理服务相结合的认证服务
新模式，探索建立利用医保数
据开展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新路
径，综合运用民政、公安、疾
控数据实施共享，确保城乡居
保工作高质量运行。

与此同时，该县切实将城
乡居保这一民生工程作为一把
手工程，摆上突出位置，层层
签订目标责任书，将目标任务
分解到人，实行领导包片、干
部包村、村干包组、组干包
户，逐级压实责任，及时调
度，定期督查，切实做到把好
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通讯员 钱续坤 蔡文君）

怀宁县率先完成
2019年城乡居保目标任务

本报讯 为进一步促进退役
士兵就业创业，搭建就业双向
服务平台，拓宽退役士兵就业
渠道，潜山市人社局联合退役
军人事务局于近日在五庙乡、
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退伍不
褪色，就业再起航”退役士兵
专场招聘会。

招聘会现场，相关部门还
设置政策咨询服务窗口，为有
就业创业意愿的退役士兵提供
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创业担
保贷款、合法权益维护等有关
咨询服务，下一步，市人社局
将用好用足就业创业政策，鼓
励退役士兵自主创业、助力退
役士兵高质量就业。

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共组
织招聘企业49个，提供1250个

就业岗位，涉及医药健康、文
化旅游、服装、保险等多个行
业，许多岗位结合实际为退役
军人量身定制，共计发放宣传
资料3000余份，进场求职者达
800余人，共有137名与用人企
业单位达成就业意向，其中退
役军人40人。

此次招聘会是潜山市开展
2019年退役军人就业服务月的
重要活动之一，通过招聘活动
为退役士兵提供更全面的就业
信息，同时为用人单位提供更
优质的人才选择，就业服务月
期间，我市还将开展其他相关
活动，积极落实党和国家关心
厚爱退役军人的各项要求，促
进退役士兵就业创业。

（通讯员 方张文）

潜山：退伍不褪色 就业再起航

党报微博
http://weibo.com/aqrb
主持人：何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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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遭受特大暴雨袭击

5月 25日 8时起，我市
遭受特大暴雨袭击，此轮特
大暴雨是入汛以来范围最
广、强度最大的一次强降
雨。截至26日8时，全市所
有雨量站点都超 50 毫米；
超100毫米188个；超150毫
米 122 个 ； 超 200 毫 米 60
个；超 300 毫米 22 个；超
400毫米5个；最大为458.2
毫米，在怀宁县江镇镇余冲
站。本轮强降水过程中，市
区部分区域发生严重内涝。

网友微评

江嘴散人：虽然每年六七
月份都有那么几次大暴雨，但
是像25日那样的暴雨实在是
罕见。我们也看到那些大城
市，面对这样的大雨，也有不
少“看海”画面出现。不过，既
然生活在安庆，还是希望安庆
能变得更好。这些年为了改
造管网而修路的新闻看到不
少，大家伙想到能不再遭受内
涝也都很理解修路带来的不
便。可是，这次暴雨检验的结
果恐怕很难让所有人满意。
起码那些电瓶车汽车进水损
坏、店内家内进水有财产损失
的人，不会满意。

斯普瑞99：这些年安庆
进步是有的，内涝也少了很
多。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
为这次暴雨太大，老城区那
些老内涝点一如既往地遭受
了内涝，新城区的部分路段
也让水给淹了。看来，排水
管网或是排水系统还是有进
步空间的。

安庆市实施乡村振
兴“十大行动”

今年安庆市实施乡村振
兴“十大行动”，推动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
农民全面发展。“十大行
动”具体内容为：乡村产业
发展行动；激发乡村活力行
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美丽乡村提升行动；河
畅水清行动；增绿护绿用绿
行动；农村“两基”提升行
动；推进乡风文明移风易俗
行动；乡村善治行动；脱贫
攻坚行动。

网友微评

搜沃特:这“十大行动”
应该说都不是新鲜事，都是
按照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20字方略来做
的事情。安庆各地的农村也
都一直在朝这些方向努力。

Suso1234：安 庆 的 农
村，有山有水，很多地方都
是天然的美丽，人居环境这
几年也有了很大的提升，美
起来问题不大。随着大家经
济条件的提升，乡风文明方
面移风易俗问题也不大。安
庆农村主要问题还是空心化
的问题。空心化是因为没有
产业支撑。没有好产业，没
有好的经济来源，农村对年
轻人就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要是家门口能挣钱养家，谁
又愿意千里迢迢打工去呢？
所以说，安庆的乡村要振兴，
还是要把乡村的产业振兴起
来。不然，一个个只有过年
才热闹的美丽乡村，在平常
就只能是美丽的空心村。

欢迎关注社会新闻部
官 方 微 博 ：http：//weibo.
com/aqrb

本报讯 5 月 28 日，怀宁
县江镇镇计生协在辖区联山村
和日新村开展了以“共奋进建
新功 喜庆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为主题的“5·29会员活动
日”宣传服务活动。

工作人员围绕全面二孩政
策、妇幼健康、优生优育、关
爱女孩、公民健康素养 66 条、
流动人口健康教育等内容进行
宣讲，同时开展健康素养知识
竞赛，发放宣传折页和慰问
品，提高了广大会员群众的健

康素养水平。在活动现场，还
设立了健康宣传咨询服务台，
摆放健康知识展板。医务工作
人员现场为会员群众详细解疑
答惑，同时免费为现场会员群
众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及妇科
常规检查服务。

活动当日，开展大型健康
知识讲座2场，现场共提供咨询
服务300余人次、发放各类宣传
折页200余份、避孕药具100余
盒、计生纪念品100多件。

（通讯员 刘庆生）

江镇镇形式多样开展
“5.29会员活动日”活动

近年来，安徽农垦华阳河农场把稻渔综合种养作为生态、立体、绿色、循环农
业新模式加以推广，种养面积已发展到5万多亩。目前每天能够捕获20万斤左右，
来自上海、江苏和浙江等长三角客商在农场建设的小龙虾交易市场上设点收购。

李龙 摄

5月28日上午，桐城双新园区社会事业局程鹏（左）走访该区三友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江金元（中），调查其享受资产收益扶贫工程情况。
近年来，该区积极探索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
变”模式，扎实开展资产收益扶贫民生工程。 刘秋阳 孙传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