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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播新新闻闻

聚 焦新新闻闻

县（市）区新闻

道路通，则经济兴。在15平方公
里的太湖县县城建成区大地上，一条
条道路四通八达、纵横交错，一头连
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脉搏，一头连着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踩着青春节
拍，舞动美丽身姿，精彩演绎着县城
巨变华章。

新城建设40多年来，从零的开始
到建成主次干道 60 余条 70 余公里，
从小内环拓展到“五横四纵”“五大
板块”大格局，从几米宽的人车混行
道升级到双向六车道、实现机非分离
和双向交通分隔，从一张蓝图发展到
一片兴业热土……在该县县委县政府
坚持“城镇化”战略的“指挥棒”引
领下，县城道路一天天变长变宽变美
变通畅，新城也在一天天长大长高长
靓长“时尚”，并展现出独有魅力，
吸引着越来越多顾盼流连的目光，让
更多的人情不自禁爱上这座城。

大手笔拉路网拓空间

新城建设，由路而始，因路而兴。
1978年，新城规划共修3条街，其

中主街一条，次街两条，街道总长3300
米。同时修通新城对外交通干线6条。3
条街6条干线，落地为主轴。至1984年
底，人民路、建设路、龙山路、高坦
路、晋湖路基本竣工，全长13.6千米，
初步搭建起新城的基本框架。

围绕这个框架，1984 年至 1988
年，县委大楼、县政府大搂、人武部大
楼、财政局、广播局、林业局、公路局、

农业银行、新城小学、新城商厦、东山
大饭店、龙山宫电影院、医院新城住院
部、县委招待所等一大批党政机关、企
事单位、商业网点的办公、教学、医疗、
生产、营业性用房及部分职工住房相
继建成，并陆续迁至新城办公、经营、
生活。新城有了人气，变得逐渐热闹起
来。到1997年底，该县新城基本建设成
为一个功能齐全、交通便捷、人口集
聚、环境优美、工贸并重、具有太湖特
色的崭新城镇，已名符其实地成为太
湖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路在“长”，城在“壮”。尤其是近些
年来，该县县委县政府将“城镇化”列
为“六大战略”之一，高起点规划，大手
笔建设，高效率运作，县城道路建设也
按下了“快进键”。随着人民路、高坦
路、法华路、建设路、龙山路、晋湖
路向两端不断延伸，外环路、经－
路、龙岗路、观音路、玉珠路、物华
路、学士路、富强路、骑龙路、普贤
路、前进路、汪洋路、朴初大道等道
路连接八方，县城“东展、西连、南
拓、北扩”步伐加快，新城区“骨
架”逐渐拉大，曾经 0.4 平方公里的
小内环早已华丽变身。路的两侧，一
座座现代化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秀
美小区错落有致，公园、广场、超市、酒
店、车站、菜市场、图书馆、体育中心、
商业街区……一大批公共基础设施完
善了县城功能，提升了县城品质，让市
民生活幸福指数节节攀升。沿路走
去，一个融文化入园林、园林中藏文
化底蕴的五千年文博园靓丽呈现，让

市民和游客徜徉在芳草、绿树、鲜花
之中，感受厚重的文化气息，享受如
诗的美好意境。沿路走去，一座座标
准化厂房整齐矗立，一处处施工现场
吊塔高耸，产城融合发展为县城建设
注入强劲动力，“中国膜都”成为这
座城最闪亮的新名片。

大视野提标准描画卷

“县城的路更美了，更宽了，更
畅了，出行更方便了，彰显出雅气大
气灵气。”近些年来，不论是生活在
这座城的市民，还是来这座城投资、
旅游的外地人，总能从路的变化中感
受到城的变迁。

路的美，精神文明和现代化气
息，是衡量一个城市品位的重要标
准。该县把县城道路绿化摆在重要位
置，路修到哪，绿化就跟进到哪。人
民路、建设路、龙山路、朴初大道、
晋湖路……一路一景，花木扶疏，景
景生辉。高速路口绚丽多彩，建设路
上银杏生辉，人民路旁花团锦簇，高
坦路边樟树飘香，龙山路侧碧绿滴翠
……步移景异，引人入胜。如今，漫
步于县城的大街小巷，无不让人感受
到似行走在画中。

路的宽，得益于升级改造带来的
成效。近年来，该县结合县城规划建
设管理提升行动、创建省级文明县城
等工作，将城区道路升级改造列上重
要议事日程。水泥路面改为黑色沥青
路面，进一步完善排水排污系统，推

行弱电网线入地，在部分新建路段实
施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在有条件的路
段实行机非分离、双向交通分隔……
一项项举措，疏通了城区交通“经
络”，提升了县城形象。

路的畅，得益于县城管理步入精
细化轨道。近年来，该县以创建“非
常整洁、非常有序、非常守规”的县
城环境为工作目标，以“绣花”功夫
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提出了“一推
四化五聚焦”的城市管理总体思路，
通过网格化、常态化、规范化、数字
化做实做细城市基本功，聚焦渣土运
输、城区违停、占道经营、违章建设
和城乡环境等五个方面，敢于动真碰
硬，坚持疏导结合，做到综合施策，
打出了一套治理城市“顽疾”的“组
合拳”，推动了城市管理工作从“治
脏、治乱、治差”向“精细、规范、
长效”转型。正是这套“组合拳”提
升了县城道路的通畅率。

如今的太湖，县城道路建设正与
时俱进，网络越织越密、越织越大，
近接花亭湖景区，远连合安九高铁、
S246、G105等出县之路，为将太湖打
造成宜居宜业宜游县城、完善配套服
务功能、拉大城市框架、实现城市
建设与市民生活品质双提升贡献了
力量，更为太湖高质量发展铺设起
康庄大道。 叶玲玲

畅通县城“动脉”演绎巨变华章
——太湖县新城道路建设回眸

初夏六月,笔者一行驱车沿 S362
省道北上约 20 余分钟，阵阵夏茶清香
便由远及近扑鼻而来，一路欣赏着车
窗外迎风摇曳的格桑花花开正盛处，
便是寺前镇罗溪村。

循着一阵阵割草机的轰鸣声，来
到一个叫刘家塝的山坳里，在一片翠
绿的茶园里，来自邻村西河村共和组
的贫困户范玉玲和几名乡亲正在给茶
园除草、清沟。

她乐呵呵地对笔者说：“得(益)于
遇到了汪老板好，让我们在家门口有
班上，还能照顾一家老小。”

范玉玲嘴里念叨的汪老板是现年
43 岁的汪武兵，2009 年在外打拼多年
的他，惦念老家的父母妻儿，毅然回到
家乡摸索着发展茶叶种植。不仅自家
小日子逐渐殷实，家人和美温馨，茶叶
基地规模达到110亩，还不忘带动乡亲
们在基地就业、帮助他们发展种植业。

说起自己回家创业发展的历程，
汪武兵不无感慨地说：“这几年得益于
遇到了国家的好政策支持，村两委干
部真心实意的帮助，使自己的产业发
展越来越好，我也应该为乡亲们做点
有益的事。”为了支持汪武兵产业发

展，罗溪村两委干部一合计，打破思想
禁锢，于2017年争取“畅通工程”36万
元资金，为茶叶基地修通了640米产业
路，不仅解决了基地周边货物进出交
通难题，还方便了附近三个村群众出
行。汪武兵发展产业劲头十足，又新
增流转土地120亩发展种植苗木花卉、
木耳，带动西河、中河、罗溪三个村 70
户群众就近就业，并以每天比其他村
民上浮工资 10%吸收 40 户贫困户就
业，仅去年一年，汪武兵的基地就支付
群众工资 100 多万元，群众户均增收
6000元以上。范玉玲去年就在汪武兵
的基地为茶叶、苗木花卉修枝、除草、
采茶，打工150天，净收入15000元。

坚定支持能人回乡发展产业带动
群众发家致富，初尝甜头，点燃了罗溪
村两委“一班人”撸起袖子与能人创
办、领办、合办产业实体，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的希望。

罗溪村位于花亭湖畔，依山傍水，
背靠青山，紧依花亭湖，环境优美，气
候宜人，森林覆盖率高达63%，水域面
积高达2200亩。然而，一度时期，巧夺
天成的“绿水青山”优势并没有成为罗
溪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带领群众发

家致富奔小康，打造“金山银山”新罗
溪的优势。虽是非贫困村，截至 2018
年底，村级集体经济仍然为“0”。

“关键在于我们村两委干部抓发
展谋发展带头发展的眼界思路不够开
阔。”村党总支书记詹秀川深有感触地
告诉记者：“乡村振兴等不来。我们再
也不能守着‘金山’过穷日子了!”

眼界打开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激
活了村内各路创业能人回乡创业就业
的满池春水，村两委干部的坚定支持，
使能人回家乡发展底气更足。

今年初，汪武兵又与村“兴源”农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合约，在河东、
团结租租赁土地 50 亩，合作发展黄花
菜种植。

不仅如此，在县城周边做手套生
产 13 年历史的程敦胜，在村两委支持
能人发展的氛围感召下，今年初毅然
回乡应聘，领办手套加工实体。村里
充分利用闲置的原老粮站场地进行修
缮，利用后扶项目、扶贫产业发展资金
政策支持，建立起约500平米完善的劳
动手套加工车间，吸收 27 户贫困户入
股分红、就业，贫困户年增收万余元收
入。手套厂年生产手套200万双，年产

值近200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将突破20
万元。

罗溪村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
湿润，光热丰富，无霜期长，既无北方
的严寒，又无南方的酷暑。盛产油菜
籽、芝麻、花生等经济作物。为解决好
农户农产品就近加工、销售难题，村两
委积极动员能人返乡创业。利用一处
因撤并村被闲置的 1000 多平方米房
产，兴办“罗溪粮油加工厂”。家族有
祖传油料加工经验、为人诚实忠厚的
桥岭组退伍军人章松洁成为油厂的领
头人，他不负众望，将油厂办得风生水
起 。 预 计 今 年 能 生 产 加 工 油 菜 籽
50000多斤，产值达100多万元。
能人示范引领产业兴，罗溪村群众积
极支持能人发展和自主发展产业、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热潮高涨，曾一度荒
废闲置的 2525 亩山场、田地得到了及
时流转，2000 多平方米的沉睡资产被
激活，茶叶、油茶、毛竹、水稻、油菜、花
生、花卉苗木等多种经济作物，农产品
加工等多种经济实体，互为补充，正在
成为罗溪村实现今年底村级集体经济
35 万元，贫困户稳定脱贫迈步小康的
坚强保障。 陈振伟

寺前镇罗溪村：能人带动产业兴

日前，太湖县功能膜检测研
究院挂牌成立。

据悉，该研究院是该县的首
位产业公共研发平台，依托安徽
省质检院、安徽大学、安庆师范大
学等科研单位技术力量，由政府
出资组建，将努力为企业营造最
好的科技创新环境，积极开展功

能膜首位产业技术攻关，关注功
能膜产业前沿技术和应用，不断
引进推广新产品、新技术、新设
备，通过产学研一体化平台促进
功能膜产业人才、技术、信息交
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该县
功能膜首位产业服务。

吴光磊

太湖县功能膜检测研究院挂牌成立

日前，刘邓大军刘家畈高干
会议旧址陈列布展已完工并顺
利通过验收，将于近期正式对外
开放。

据悉，展陈以刘邓大军千里
跃进大别山为线索，以刘家畈高
干会议为主线，由千里跃进大别
山、决策刘家畈、从刘家畈走向
胜利、军民鱼水情四个单元组
成，共展出展品120余件，届时其
将成为该县文化旅游新亮点和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窗口。

刘邓大军刘家畈高干会议
旧址位于刘畈乡刘畈村，始建于
清嘉庆十四年(1809 年)，坐北朝

南，为三进三开间两厢，两厢为两
层木楼房，为典型的大别山区清
代中期建筑。1947年11月9日至
12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胡氏新祠
主持召开有三纵队旅以上干部、
皖西工委和皖西人民自卫军支队
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史称“刘
家畈会议”。会议旧址先后被列为
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庆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安庆市党史
教育基地、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 年 7 月被
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旅
游局收纳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二期名录。 刘灿

刘邓大军刘家畈

高干会议旧址完成布展

日前，太湖县“扫黄打非·护
苗 2019”专项行动暨“绿书签行
动”系列宣传活动在寺前镇朴初
小学举行。

此次活动以“护助少年儿
童健康成长，远离和抵制有害
出版物及信息”为主题，在活
动现场，嘉宾们向来自朴初小
学的学生赠送了象征“绿色阅
读、正版生活”的绿书签，并
与他们一道在印有本次活动主
题的条幅上签名。县新华书店
向朴初小学捐赠了价值 2000 元
的学生读物，旨在让孩子们从
小养成“多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的良好习惯。寺前镇巾
帼志愿者还现场发放了“扫黄打
非”和“扫黑除恶”宣传资料，并
组织学生观看《网络安全课》视
频，为在场学生普及了未成年人
保护法、侵权盗版、扫黑除恶等
法律法规常识，引导他们树立绿
色阅读、健康阅读、绿色上网、安
全上网的思想意识和法律意识。
当天，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还对寺前镇辖区内的书店开展
专项检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
整改意见，并对前期收缴来的
四百多本 （册） 非法出版物进
行现场销毁。 吴光磊

太湖开展

“扫黄打非·护苗2019”专项行动

时下正是葡萄上市的旺季，
在太湖县新城二桥、弥陀镇安乐
河农场、晋熙镇九龙村、大石乡
棠林村等葡萄园里，一串串陆续
成熟的葡萄挂满枝头，黑的似座
座珍珠塔，青的如堆堆翡翠玉，
让人口生蜜意，甜沁心脾，吸引
了广大食客纷纷结伴采摘，亲身
体验无尽的乐趣。目前，在太湖
种植的葡萄品种有夏黑、巨峰、
红富士、巨玫瑰、碧香无核、金
手指、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面
积从几亩到30亩不等。

刘辉 摄

葡萄满枝头 游客采摘乐

日 前 ， 太 湖 县 2019 年 村
（社区） 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在县
委党校开班。全县 180 多个村
（社区） 党组织书记参加了为期
5 天的集中“充电”。培训班采

取“专题讲座+交流研讨+现场
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重点
围绕基层党建、脱贫攻坚、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重点内容进
行授课。 刘辉

太湖举行全县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在纪念建党成立98周年之际，6月29日，太湖县融媒体中心和
大石岭村联合党总支组织80多名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安庆独秀
园、桐城六尺巷两个爱国主义和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基地开展“七一”主
题教育活动。 陈振伟 摄

太湖融媒体中心

开展“七一”主题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