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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全市“百企帮百村”脱贫攻坚暨非公企业助推林业经济发展推进会上了解到，去年以来，全市“百企帮百

村”脱贫攻坚行动取得阶段性进展，成果凸显、亮点纷呈。截至目前，已在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上注

册的参与我市“百企帮百村”民营企业有1192家，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达7.5亿元。我市参与脱贫攻坚的帮扶企业数

量位居全省第二，投入帮扶资金位居全省第三——

民企助力脱贫
本报记者 陆 飞

潜山市龙潭乡谢河村的贫困
户吴民生今年 3 月开始养殖番
鸭，他家的鸭苗全部由安徽永强
农业公司提供。吴民生笑着说：

“永强公司承诺每只鸭子的最低
利润是 8 块，我打算一年养 3
批，那样估计10000多块钱的纯
收入应该没有问题。”

而作为谢河村的定点帮扶企
业，永强公司从鸭苗提供、注射疫
苗，到养殖期间的技术指导，生态
饲料的供给，为贫困户提供一条
龙服务。目前，谢河村有四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养殖番鸭，首批共
养殖1100只。下一步谢河村将利
用村里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在
全村实行全面推广。

据统计，2016年当年在市农

业部门引导下，全市共有159个
贫困村、1.06万户贫困户发展了
特色种养业，平均每个村增收
1.97万元，每个贫困户增收5066
元 ， 分 别 占 村 集 体 收 入 的
39%，贫困户产业收入的64%。
今年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实施特
色种养及农副产品深加工精准
脱贫工程，选择100家以上有实
力、条件好的龙头企业，与计划
出列村对接。

2016 年 3 月，全省民营企业
“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正式
启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
一时间部署实施市级层面的“百
企帮百村”行动，由市委统战部牵
头，在市区精心遴选 100 家经济
效益好、综合实力强的民营企业

结对帮扶全市100个贫困村。一
时间，帮扶企业迅速行动起来，满
怀责任和深情，结合各自优势和
贫困村贫困户实际，在资金、项
目、就业、发展思路、农产品销
售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投身脱
贫攻坚一线，帮助贫困村和贫困
户脱贫发展。

目 前 市 区 149 家 、 各 县
（市、区） 本地企业586家民营
企业（含商、协会）参加的庞大
帮扶队伍，结对帮扶638个村。
其中，市本级99家民营企业对
口帮扶99个贫困村，目前已经
有70个贫困村出列。

记者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市
“百企帮百村”脱贫攻坚暨非公企
业助推林业经济发展推进会上了

解到，去年以来，全市“百企帮百
村”脱贫攻坚行动取得阶段性进
展，成果凸显、亮点纷呈。截至目
前，已在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
扶贫行动台账上注册的参与我市

“百企帮百村”民营企业有 1192
家，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达 7.5 亿
元。我市参与脱贫攻坚的帮扶企
业数量位居全省第二，投入帮扶
资金位居全省第三。

“企业参与扶贫工作，能够最
大限度发挥自身优势。”市委党校
的李青教授认为，通过产业扶贫、
销售扶贫和公益扶贫等方式，增
加了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了产
业、带动了就业、搭建起销售平
台、改善了基础设施，发展了一批
公益事业，取得村企双赢。

“百企帮百村”助脱贫

“实施脱贫攻坚，重点要在
‘脱’字上做文章，既要解眼前的
燃眉之急，也要谋好未来的持续
发展。”市委统战部有关负责人的
一席话，道出了“百企帮百村”脱
贫攻坚行动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的谋划思路。

望江县鸦滩镇葛林村的村民
孙会胜身有残疾，是村里的贫困
户，靠种几亩薄田勉强度日。
2017年，他与望江县联河米业签
了600元的稻米订单，日子开始
有了起色。“公司+农户+农技”是
联河米业采取的产业扶贫模式，
企业同建档立卡贫困户签下稻米
订单合同，引导农民种植优质稻
米，并统一品种、统一农技指导、
统一运输、统一收购储存。价格

上，在市场价的基础上加价收购，
标准为每100公斤加20元。

同时，联河米业与有意向的
贫困户签订带资入股合作协议，
贫困户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以扶
贫小额信贷资金入股，未出列的
贫困村则以村资产收益扶贫资金
入股。联河米业每年底按照年息
6% 分 红 给 贫 困 户 和 贫 困 村 。
2017年，带资入股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达到2203户。当年9月份，
630余万元分红资金全部发放。
加入其中的孙会胜拿到了 3000
多元的分红。

望江县联合米业公司以其独
特的联合股份模式，被国家农业
部选入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扶贫典
型案例，获得全国“万企帮万

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
称号。

三年来，我市广大民营企业
（商、协会组织）参与，投身安庆市
脱贫攻坚战场，共同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绘就致富发展新蓝图贡
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安徽山城集团在开展产业帮
扶、房改帮扶的同时，积极实施教
育帮扶工程，对结对帮扶的岳西
县黄尾镇平等村7名家庭贫困学
生提供助学款，承诺一直坚持到
孩子成长成才，完成学业。

安徽盈创石化检修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发出“干部包户”倡议后，
全体中层以上干部积极响应，争相
认领结对帮扶贫困户，贫困户分类
制定了长期脱贫项目计划。

安徽天友轻纺品有限公司利
用自身出口企业优势，与岳西的
田头村、老鸭村、梓树村结对，利
用当地劳动力资源，开设扶贫车
间，解决当地60人就业，其中贫
困户35人。

……
“通过参与脱贫攻坚行动，也

进一步培养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感，增强了内部凝聚力，提升了社
会美誉度。”这是不少帮扶企业负
责人的共同心声，他们表示，要把
参与“百企帮百村”行动当作回报
社会的重要途径、展示企业形象
的重要平台、自身发展的重要契
机，以实际行动示范带动更多的
有认识、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参与
到活动中来。

“新蓝图”描绘新希望

锐新闻

连日来的高温酷暑，室外犹如蒸
笼般闷热，然而有一个特殊的工种，
不仅在炎炎夏日要长袖、厚衣服加
身，还要经受 1500 摄氏度热源的炙
烤。他们就是每天同火花打交道的
电焊工。

8 月 2 日下午 3 点，宜城最高气温
36℃，而地面温度已超过50℃。在这样一
个穿短袖短裤还嫌热的高温天里，记者
在菱湖南路 （湖心中路—龙眠山路）
DN1600输水管道工地，却见到了一群着
厚实长衣长裤的人，他们是供水电焊
工，即将在烈日下进行管道的电焊操
作。电焊工方红锦，穿着厚实的外套，
戴着袖套、电焊手套，衣领还用夹子扣
紧了，不留一丝皮肤裸露在外，“薄衣服
根本不行，火花溅上就是一个洞。”

方红锦需要钻进管道里半蹲着进行
焊接施工，而狭窄的管道在烈日暴晒下，
里面温度已升腾至60℃以上，只是待着，
就已经闷热难当。他还需戴上安全帽、防
护镜和防护面罩，忍受焊接时管道内壁的
高温和弧光的烘烤。衣服很快就被汗水
浸透，他说，一旦开始工作，衣服就不会有
干的时候，到下工时，人就像刚从水里捞
出来一样。虽然管道口放有鼓风机，但吹
出的全是热风，丝毫感受不到清凉。

在管道里施工闷热难耐，而在管道外
施工也并不好受。身着红色工作服，蹲在
烈日下给管道焊接的刘师傅，每隔一两分

钟就要站起身，取下防护面罩、安全帽，透
口气、擦把汗，他的头发就像刚洗过，脖子
上也布满了汗珠，脸被烤得通红，“汗流进
眼睛里，火辣辣地疼”。刘师傅说，对着焊
接时的管道，人体感受到的温度比周围温
度要高十几摄氏度，平常他能连着干1个
小时，但高温天，每隔半个小时就得休息
一会儿。擦完汗，他又蹲下身，一手拿着
防护面罩，一手拿着焊枪，埋头苦干起
来。焊接一处管道接口，需要两名电焊工
连续工作3个多小时。

“焊接工作虽然辛苦，但施工方给我
们的保障也很齐全，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矿
泉水、齐备的防暑降温药品，还有遮阳伞，
今天风有点大，伞就暂时没撑。”焊接工方
师傅告诉记者，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保
证供水，再苦再累也值得。

安庆市公用工程公司生产科科长周
俊介绍，二三水厂取水口迁建是“8828”工
程的环评整改项目，是保障城市供水安全
的重要民生工程，其中DN1600输水管道
工程，管道由一水厂至沿江西路，再经德
宽路、过菱湖南路，再到龙眠山路。菱湖
南路（湖心中路—龙眠山路）DN1600输水
管道，全长1800米，工程于7月 18日进场
施工，目前已完成菱南桥东段（吾悦广场）
DN1600球管180米，钢管20米，已从龙眠
山路施工至新河东路路口。在高温天为
保障工程顺利实施，他们积极做好防暑降
温工作，妥善安排高温期间施工管理，尽
量避免高温时段露天作业，尤其注意在管
道焊接时的用电安全问题，杜绝使用表层
脱落受损的电线。

高温火花双“烤”下的坚守
本报记者 查灿华

从 7 月 26 日开始，岳西县
菖蒲镇溪沸村给党员户悬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产
党员户牌，时刻提醒全村党
员要清楚自己的身份，主动
在乡村振兴中起到示范引领
作用，用实际行动诠释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

菖蒲镇溪沸村为全村113
名共产党员进行授牌。以此
举持续推进党建引领扶贫民
生工程，落实“党建+”模
式，巩固脱贫成效，有效衔
接乡村振兴。让一名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在乡村处处飘扬
成为现实。

程松泉 王先国 摄

7月27日，在桐城市境内206国道1170公里处两辆大货车相撞，一货车驾
驶员受伤被困在驾驶室内。当时室外气温高达45摄氏度，为抢救伤者，现场交
警不惧高温，用手举起输液瓶为伤者进行吊水输液，经过近40分钟的救治，成
功将伤者救出。 黄永武 摄

宜秀区深入开展“青山白化”领域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强决心。成立专
项行动小组，对桃元、眉山等5个重点村
（社区），由区委书记、区长、公检法“三
长”领衔包保，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纪委书记每日调度、会商、研判，区
纪检、公安、城管等相关部门集中精锐
力量驻点办公、合力攻坚。广发动。通
过网站、微信公众号、张贴公告等形式，
组织义务宣传员队伍23人，累计发放明
白纸、一封信15000余张，调查问卷6000
余份，张贴宣传海报1000余份、线索举
报公告900余份。细摸排，对殡葬改革
以来新增坟墓全面排查，共排查新增
客坟779穴。采取专班核查、受理举
报、约谈坟主等方式，排查有效线索55
条，为办案打伞奠定坚实基础。重打
击，截至目前，司法机关立案1起，核查
违规参与殡葬人员40余人，刑拘6人，
批捕3人；行政处罚52人，训诫13人，罚
没违法所得4.29万元。严执纪。将打
击“青山白化”领域违法犯罪行为与
基层组织建设、基层“拍蝇”有机结
合，严肃查处直接参与各类“青山白
化”行为。该区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23件，给予党纪处分23人；其中，撤销
党内职务、责令辞去行政职务1人，党内
严重警告3人，党内警告19人，诫勉谈
话8人，提醒谈话3人，批评教育9人。
管长效。出台《宜秀区关于进一步加强

“青山白化”防控的暂行规定》10条刚性
举措，建立“青山白化”常治长效工作机
制，坚决杜绝在公墓之外新建、扩建、翻
新坟墓和修碑立碑。 宜 办

宜秀
开展“青山白化”领域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太湖县精心打造“三青”品牌工
程。青年志愿行动。依托县青年志愿
者协会和“送新风”志愿服务队，64支志
愿服务工作队常态化开展“湖小青”

“林小青”“保护母亲湖”品牌行动，
组织动员广大青少年自觉投身生态文
明建设。青年创业行动。多部门联合
组织开展“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
搭建企业与广大青年对接沟通平台。
组织青年代表到电子商务产业园参观

“互联网+”城市会客厅、“互联网+”
众创基地，推报1家青创协会员企业获
评“全省大学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
青春圆梦行动。争取“青联爱心助学
行动”助学金5万元，资助50名贫困
小学生；联系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捐助助学金20万元，资助贫困中
小学生140名。 太 湖

太湖
打造“三青”品牌工程

为切实做好高温季节安全生产和
民生保障工作，防范持续高温时期引发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近日，潜山安全生
产部门通过QQ、微信、短信平台发布高
温天气提醒短信万余条，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潜山安全生产部门提醒广大经营业主
和市民：一是警惕爆燃火灾，切实抓好
生产、仓储现场的火灾防控工作。加强
夏季用电高峰时段电力设施、用电设
备、电力线路的安全专项检查整改工
作。二是当心雷电来袭，定期检测建
筑物的防雷装置，落实各项防雷安全
措施。三是远离疲劳、中暑，要落实
防暑降温措施，优化生产流程，合理
安排生产建设任务、生产班次和劳动
时间。四是必须对安全责任、宣传教育
培训、隐患排查整改、应急演练进一步
不打折扣地做细做实，确保作业人员的
生命健康安全，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为庆祝建国70周年和推进全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安
全保障。 徐传中 林小敏

潜山
发布高温提醒短信万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