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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现在平均每个月有五六
千元的工资收入，日子过得不错，感
谢镇村干部帮他解决了就近就业问
题！”一提到儿子毛旺根每月可观的
收入，家住桐城市范岗镇联合村沈塘
村民组贫困户毛国林就高兴得乐不可
支。这些都得益于范岗镇近年来正在
大力实施的就业创业促进民生工程。

毛国林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今年
77岁，眼睛残疾，无劳动力，儿子
毛旺根前几年一直在外打工，工资不
高，每年除掉租房、吃饭、来回奔波
费用，到年底所剩无几。2018年春，
范岗镇联合村两委了解了这一情况

后，及时上门向毛国林父子宣传正在
实施的就业创业促进民生工程政策，
推荐毛旺根到离家不远的桐城市韵达
塑料有限公司上班。这样，毛旺根不
仅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又
能照顾年迈体弱的老父亲，工资收入
也不低。2018年，毛旺根凭借自身的
扎实肯干，全年工资收入就达到了
6.4 万元，2019 年 3 月份工资更高达
7117 元，同时，毛旺根每月还享受
300 元的贫困劳动力岗位补贴。如
今，毛旺根家在当地算得上中等偏上
收入家庭。

范岗属安徽省产业集群专业镇，

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尽管如此，但仍
然有部分就业困难人员难以就业。近
年来，该镇结合当地产业资源优势，
大力创建就业扶贫基地、居家就业基
地、扶贫车间、扶贫驿站等多种就业
平台，让一些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在家
门口就业、在家人带领下就业。范岗
镇新联村有一智力残疾人，他母亲每
天带他在村里创办的扶贫驿站做制刷
工，每年也能挣上2万元，加上他母
亲每年的5万元工资，全家人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据统计，该镇就业扶贫
基地、车间、驿站安排精神残疾、肢
体残疾、智力残疾等累计8人实现在

家门口、在家人的带领下顺利就业，
每人年工资都在15000元左右，同时
还可以享受每人每月300元的贫困劳
动力岗位补贴，家家都摆脱了贫困，
过上了比较殷实的生活。

涉滩试水，该镇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就业脱贫攻坚仗中，用开拓创新的
勇气打造就业脱贫的新模式，贫困户
也在美丽蝶变，大家、小家都是幸福
的家。 通讯员 姚建桥

打造就业脱贫新模式
——桐城市范岗镇实施就业创业促进民生工程侧记

2016年，望江县赛口镇党委副书
记徐进驻村来到赛口镇金堤村，全身
心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当中，工作不
分昼夜，是百姓心中的“蹲点书
记”，同事眼中的拼命郎。2018年 11
月 19日，这名41岁的硬汉突发脑溢
血，累倒在扶贫一线。

金堤村是人口大村，村里有
956 户人家，人口 4136 人。其中贫
困户 203 户，贫困人口达 868 人。
在徐进的带领下，村民们种起了绿
色稻米，每亩地能增收 700 元。同
时，他还鼓励村民们搞特色养殖，
除了散养鸡鸭外，村里还养了 700
亩黄鳝，200 亩泥鳅。徐进还联系
了江浙的企业，将村里剩余劳动力
对外输出。2018 年金堤村劳务输出
900 人，每人每月能挣四五千元。

村里的百姓都夸，“我们蹲点书记
人可好了！”

曹培红是徐进帮扶的贫困户，徐
进每个月都要来他家好几次，了解家
里有什么困难，收成怎么样，帮着打
扫卫生……在徐进的帮助下，曹培红
还搞起了特色种植、特色养殖：“现
在，一年能收入四五万元。”查老太
太的两个儿子都是聋哑人，家里生活
困难。“徐书记常常来家里看我，给
我买新衣服。他帮我的两个儿子找到
了工作，每个月能挣好几千块。去年
我孙女考上大学，他还资助了一千块
钱学费。”

到村后，徐进沉下心来，一心扑
在工作中，融入到人民群众中。他不
仅要负责全镇的扶贫工作，还要精心
指导金堤村扶贫工作。头一年里，赛

口镇脱贫攻坚工作打了个翻身仗，连
续三个月在县月度考核排名中位置靠
前，第三名、第二名、第一名……厚
积薄发，这倾注了徐进大量心血，不
管扶贫上的大事小情，他都带头加
班，带头攻坚克难，不管是村档户档
还是扶贫手册的更新，不管是项目现
场还是走访帮扶贫困户，不管是开会
还是对接工作，不管是迎接检查还是
指导村里工作，他忘我的工作着，辛
勤的耕耘着，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
话，“要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要求别
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赛口镇金堤村党总支书记曹学武
说，徐进常常加班到十一二点。不回
家的日子，就住在镇上扶贫站的办公
室里。他坐的那把椅子，皮都磨烂
了，漏出白色的海绵。办公室里面有

一扇小门，推开便是徐进的卧室，一
年里的大部分时间，徐进就在这里过
夜。这间卧室不过七八个平方，一张
铁架子单人床、两张木沙发是这里全
部的摆设。

全身心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当中
的徐进，从未参加过女儿的家长会，
没陪女儿去过兴趣班，没辅导过女儿
的作业，也很少有时间陪伴快80岁
的父母。不分昼夜的忙碌，始终战斗
在扶贫一线的徐进，身体严重透支。
然而徐进是坚强的，他挺过了最艰难
的日子，逐渐苏醒了。“现在逐渐能
坐轮椅了，不过他的半边身子偏瘫
了，语言功能也受到了影响，接下来
还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康复训练。”徐
进的妻子说。

通讯员 何祥林

他是百姓称赞的“蹲点书记”
——记望江县赛口镇金堤村驻村扶贫干部徐进

5月22日，怀宁县金拱镇企业办走进辖区内企业，进行企业科技
创新宣传活动。通过座谈的形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第一时间
向企业提供最新政策支持，帮助企业了解行业最新前沿科技和市场需
求，鼓励其推进产学研用合作。对于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针
对性的给出资金、土地、科技等政策的建议。

通讯员 姜梅 摄

科技宣传进企业

为落实人口和计划生育奖励政策，做好独生子女父母退休
一次性奖励工作。连日来，迎江区龙狮桥乡雨润社区计生专干
深入辖区居民家中，为符合申报条件的退休人员送去申请表，
告知申报程序，并收集相关申报材料，对不符合此次申报条件
的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零距离为其答疑解惑。

通讯员 朱玉倩 摄

落实计生奖励政策

本报讯 在第三个中国品牌日
期间，为进一步深化品牌建设，助推
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庆港华举办“以
扎实推进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为抓手，
持续提升港华燃气服务品牌价值的理
论和方法”专题研讨会。

多年来，该公司十分重视服务
品牌建设，建立了良好的品牌管理
体系，在传播品牌理念、建设品牌
文化、提高服务水平、打造服务标
杆、提升品牌价值等方面取得了良
好成绩。研讨会上，该公司负责人
阐述了运用卓越绩效管理理论和实

践推进品牌建设对安庆港华发展的
重要意义，回顾分析了公司卓越绩
效管理模式推进工作，并就下阶段
以品牌建设为重要内容，全方位推
进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的实施提出要
求：明确品牌建设是促进企业提质
增效升级的重要抓手，在工作中培
育并运用工匠精神，坚守诚信，追
求卓越。以绩效提升品质，以品质
创造品牌，以品牌赢得客户。促进
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在公司实现全方
位覆盖、全过程覆盖和全要素覆盖。

（通讯员 甘庆）

安庆港华推进卓越绩效管理模式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雷池乡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把环境保护作为头等工作来抓，全力
打好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全乡环境
保护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该乡成立网格化领导小组，要求
各村、各单位切实将环境保护工作放
在更加突出位置，采取有效措施，持
之以恒的抓实抓好抓出成效，确保环
境保护工作落到了实处。建立健全了
乡村两级河长、林长体系，落实了河
长、林长责任主体和工作职责。2018
年，共清理河道垃圾近60余吨，拆除
拦网、围网33道；严格落实长江保护

“1515”和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政策，
关停企业3家，关闭养殖场14个，其
余17个养殖场全部实现标准化养殖。

在当前秸秆禁烧攻坚战中，该乡
全面加大了宣传和执法力度，充分发
挥广大群众在秸秆禁烧工作中的重要
作用，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还田和秸秆
转运离田。2018年，春季秸秆粉碎还
田达90%以上，发放秸秆粉碎还田补
助66.43万元，投入66.92万元做好秸秆
转运，实现了蓝天卫星监测和省、
市、县督查“零火点”，营造了环境舒
适、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

（通讯员 童小兵）

雷池乡环境保护成效明显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
感和政法机关工作满意度，推动太湖
县牛镇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迈上
新台阶，今年以来，该镇多措并举，
开展安全感和满意度提升工作。

该镇利用扶贫夜校、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所等载体，通过会议、宣讲、
走访等形式，切实将上级文件要求和
会议精神传达至家家户户。召开专题
会议 16 次，共发放宣传画册 1600 余
份，进村宣讲 20 余场次，入户走访
2000人次，切实提升了群众对政法单
位的认识，对政法工作职能的了解，
对太湖县政法工作成果的认可。

该镇突出重点，力求实效。定期

开展各村矛盾纠纷排查，及时掌握矛
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会商研究对
策，化解矛盾问题。对重点行业、人
员集中场所和重大项目场地定期开展
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排除隐患完善手
续。加强对各村精神病人、邪教人员
等重点人员的摸排和管控，防止精神
病人肇事肇祸事件发生。同时，各部
门通力合作，充分发挥“110”报警平
台、警民联调、“三所联动”机制，切
实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一方平安。截
止目前，牛镇镇共掌握上报黑恶乱线
索12条，抓获犯罪嫌疑人4人，调解
各类矛盾纠纷13起。

（通讯员 李双娇 潘茂海）

牛镇镇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本报讯 怀宁县清河乡太平村是
怀宁县贫困村，而基础设施建设是改
善贫困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近年
来，该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帮扶
下，紧盯脱贫短板，把改善贫困村基
础条件作为精准脱贫的首要任务之
一，多举措推进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

“原来我们的路是坑坑洼洼，现
在全部修成宽阔的水泥路了，小车都
能开到家。”谈及村里的变化，村民们
对党的扶贫政策感激不尽。群众出行
条件的改变是该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的一个缩影。该村把加强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2014 年以来，
结合扶贫资金和群众筹资，总投资500

多万元修建村道7.6公里；3.3公里村道
从3.5米拓宽到4.5米，今年准备建设到
组到户道路3公里，将实现户户通水泥
路，并安装路灯25盏。同时，加强农
田水利设施建设，修建当家塘33口，
建设700米的农耕路。开展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对村庄屋前屋后、公路沿
线、河道卫生进行集中清理，不断优
化村庄环境，切实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此外，建成1200平方米的村民文
化广场和乡村大舞台；投资20多万元
修建了党群服务中心；去年利用扶贫
项目资金40万元、村自筹50多万元，
建成二层十开间的老年服务中心。

（通讯员 檀志扬 何子麒）

太平村力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