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严蓉晖 特约编辑：占思海 电话：5325915

县（市）区新闻

短 播新新闻闻

本报讯 自推行林长制改革以
来，桐城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不断完善本级配套政策，
巩固林长制改革成效，推动林长制工
作走深走实，真正实现了林农得实惠、
生态增效益。

G206道路绿色长廊示范工程是桐
城林长制推行的首要切入点和重点工
程。与该市诸多道路绿化施工不同的
是：这条路按照“谁绿化谁所有、谁投
入谁收益、谁经营谁得利”的建设模
式，引导、鼓励林业大户带资建设。截
至2019年 8月，该项目已带动全市苗
木产业实现销售额 1.3 亿元，吸纳了
750余名林农务工增收，其中，带动267
户贫困户户均增收1.1万元。

各级林长牵头，制度筑牢增绿底
色。林长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党政领
导负责制。桐城通过建立市、镇、村三

级林长工作体制，层层压实责任，共设
立林长617人，其中市级林长17人、镇
级林长235人、村级林长365人，35个
市直单位为林长会议成员单位，实现
林长责任区域和基层护林组织体系

“全覆盖”，确保一山一坡、一林一园都
有专员专管。

聚焦“五绿”，厚植“护绿生金”优
势。增进生态福祉，提升人居环境，是
推动林长制的重要抓手。近两年来，
桐城围绕“增绿”、“护绿”、“管绿”、

“用绿”、“活绿”任务，全面推进人工造
林、封山育林、生态修复工程和农田防
护林建设，目前已完成人工造林5250
亩，封山育林12000亩，森林长廊5公
里；充分利用林长制智慧平台的优势，
在松材线虫病除治、绿色长廊建设、湿
地环保及森林督查、国土绿化、森林保
险、森林防火等重点工作上增效。

2019 年，桐城共查处违规用火案件
45 起、行政拘留 45 人；受理涉及滥
捕滥猎、滥砍滥伐刑事案件 13 起，刑
拘 3 人，有效震慑了林业生态领域的
违法者。

聚焦“五个一”，破解林业发展难
题。建立“一林一档”、精编“一林一
策”、配齐“一林一技”、配强“一林一
警”、配好“一林一员”，桐城正稳步推
进林长制“五个一”服务全覆盖。2019
年，全市共落实林业科技人员53人、警
员12人、护林员620人。在所有林地，
竖起“林长制公示牌”，村民也可借助
公示牌上的信息，实时监督和举报破
坏森林资源、森林病虫害或森林火灾，
实现全民护林。

聚焦“林业富民”，提升林业综合
效益。针对桐城林业产业特色与发展
实际，该市探索建立林地“三权”分置、

“三变”改革，目前59个村已完成相关
改革，对接林业经营主体45个，带动农
户6100余户，林地入股面积5.5万亩，
形成了“企业+基地+农户”“合作社+农
户”“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多种
经营模式；扶持林业经营主体发展，新
增省级家庭林场1个，全域森林旅游康
养人数达 16.6 万人、康养收入 660 万
元；设立桐城市林权管理服务中心，成
立安徽省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桐城分
所，引导林权流转面积12.5万亩，累计
办理林权抵押贷款93笔，贷款余额达
到1.7亿元。

不负青山，方得金山。2019年，该市
林业总产值达59.3亿元，并先后获得“中
国林业产业突出贡献奖”“全国绿化模范
县(市)”等殊荣，实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效
益共赢。

（通讯员 赵玲玲 吴磐）

念好“生态经” 逐梦“绿富美”——

桐城践行“两山”理念实现经济生态共赢

本报讯 近日，桐城中学申办
“钱学森班”的请求获“钱学森姓
名冠名和肖像使用管理委员会”
批复，成为安庆市域首个开设“钱
学森班”的省级示范高中。

桐城中学“钱学森班”于2020
年秋季面向安庆市招收50名初中
应届优秀毕业生。选拔标准是文
化课成绩优秀、综合素质评价结
果好、有科学兴趣或体艺特长、有

较好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招生
方式由专家团队通过数理成绩、
创新潜力的考察，择优录取。在
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以后逐步增
招至两个班。“钱学森班”在教学
上实行导师制度，在班级管理上
实行能进能出的管理机制；建立
钱学森班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资
助贫困生完成学业，激励优秀学
生成才。 （通讯员 汪桂云）

桐中2020年秋季设立“钱学森班”

本报讯 截至2019年12月30
日，桐城财政收入完成32.4亿元，
比上年增长8%，省市考核口径增
长8.8%，精准完成年度目标。

2019 年，更大规模的减税降
费政策落地生效，桐城财政收入
征管形势严峻，在桐城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财税部门
坚持广开财源，坚决做到该减的

减到位、该收的收上来，全力以赴
做大做强财政收入蛋糕。一年
来，桐城推进税收专项整治，加强
非税收入征管，调整优化税源结
构，有效弥补减税降费带来的收
入缺口，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完善
涉税信息系统，推进信息共建共
享，综合治税的能力和水平不断
提升。 （通讯员 雷鹏）

桐城：2019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8.8%

本报讯 笔者日前从桐城市教
育局获悉：桐城学前教育促进工程、
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中职和
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3
项教育民生工程年度目标任务提前1
个月全部完成，部分项目超额完成。

在学前教育促进工程方面，该
市新建、改扩建幼儿园开工率、完工
率投资完成率均为100%；全市幼儿
资助完成率为164.69%，幼儿教师培
训完成率为290.33%，超额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

在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方面，该市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拨付
金额3895.98万元，完成率100%；免
费教科书共拨付资金507.72万元，

完成率100%；贫困生生活补助共拨
付 资 金 255.04 万 元 ，完 成 率
107.28%；校舍维修改造项目共完成
建设面积 22999 平方米，完成投资
1114万元，面积改造完成率、投资完
成率均达100%。

在中职和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方面，该市中职助学金发
放资金160.5万元，共有1158人享受资
助，完成率116.37%；中职免学费资金
961.16万元，享受人数为4971，完成率
116.95%；普高助学金共拨付资金
487.85万元，享受人数为3806，完成
率115.13%；普高免学费共拨付资金
137.46万元，享受人数为1227，完成率
104.91%。（通讯员 杨长风 朱泽卫）

桐城：3项教育民生工程提前收官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推进长三
角政务服务一体化办理工作，桐城市
政务服务中心开通“一网通办”专
窗，配置专窗人员，落实硬件设施，
让企业和群众办事不再驱车奔波。

在该市政务服务中心，笔者日前
看到市场监督局注册登记窗口的工作
人员正在为刚办理营业执照的企业进

行电话回访。这家名为杭州中格富集
团有限公司是杭州市一家批发兼零售
包装食品的企业，前不久，在桐新注
册了一家名为桐城范岗刷都产业小镇
有限公司。按照以往业务办理流程，
企业法人需要在杭州和桐城两地来回
奔波。开通长三角一体化“一网通
办”服务平台后，桐城市与杭州市协

同联动，线上建立系统对接、信息互
联、数据共享、服务集成的服务模
式，线下两地分别开设长三角“一网
通办”专窗。如今，企业注册申请的
营业执照和企业公章，通过邮寄的方
式送到企业法人手中。

据桐城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桐城的“一网通办”

专窗实现了23个企业事项、7个个人事
项可异地办理，降低了企业和群众办事
成本，网上办、马上办、就近办真正落
到了实处。 （通讯员 徐鑫鑫）

桐城：“一网通办”助力政务服务融入“长三角”

本报讯 随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桐城市龙眠街道
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体要求，在“为民服务解难题”上
主动作为，践行初心和使命。

去年，桐城遭受严重旱灾。龙眠街道
境内4000亩农田干涸，万亩茶园出现不
同程度的干旱灾害，32处农村饮水工程无
水可供，黄岗、凤形、龙眠等村37个村组
500多户1200多人生活用水出现困难。

该街道将抗旱救灾、为民解困作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践

载体、作为“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实际
行动。各村（居）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发动党员干部入户结对帮扶，解决
群众生产生活难题；组织劳力开展互帮
互助，缓解抗旱用工不足问题。各村都
成立党员义务送水队，安排送水车送水
到农户，确保无水农户饮用水安全。

“为民送水”毕竟是非常时期的“非
常”举措，让城郊群众吃上“自来水”才
是治本之策。城郊黄岗村靠近山区的
大岭、高岗等7个村民组由于地势高，
生产和生活用水矛盾突出。该街道党

工委、办事处负责人多次深入这7个村
民组，挨家挨户查看、走访，听取群众意
见和建议。经过多方努力，目前，总投
资100多万元的增压泵房设备和管道已
投入试运营。困扰黄岗村村民多年的
供水问题终于彻底得到解决。

孩子放学早，而家长要上班，没时
间陪伴孩子；还有留守儿童缺少学业
辅导，怎么办？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走访调研中，该街道了解
到这一实际问题。

为让孩子们安全度过将近2小时

的“管护真空”，该街道指导城郊社区
率先开设“四点半课堂”，组织辖区党
员志愿者和共建单位的教学资源，对孩
子们予以照护，提供健康成长的学习环
境。目前，城郊社区的“四点半课堂”试
点取得了可复制的经验，该街道其他社
区也将整合资源，开办“四点半课堂”，
解决群众对“孩子失管失教”的焦虑。

为民送水、开办“四点半课堂”，该
街道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已让群众切
身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成效。

（通讯员 叶海霞 汪桂云）

龙眠街道：为民解难题 点滴见初心

本报讯 “过去，孔城老街晚上
黑 灯 瞎 火 的 ，走 在 街 上 心 里 发
怵。现在，老街晚上亮堂堂的、暖
融融的。”带着亲戚在孔城老街上
游玩的孔城镇中心社区居民刘文
喜日前喜滋滋地向笔者介绍老街
的新变化。

冬日里，天黑得早。夜色中，12
盏仿古式样太阳能灯自老街景区入
口至八甲出口一路亮起，孔城老街瞬
间变了模样。以往，老街房檐下的红
灯笼被夜色遮掩成一团黑影，现在尽
现“大红灯笼高高挂”，别具风味，成
为夜晚老街的一景。此外，夜晚到老
街游憩、办事的居民出行更便利、心
里也愉快。

这12盏太阳路能灯是桐城市孔
城老街附近居民、安徽新环建筑工
程劳务有限公司法人王胜祥捐助
的，总价值万元。一天晚上，王胜祥
在老街一酒店就餐，几名来自市区
的游客“吐槽”：老街夜晚无路灯，漆
黑一团，不方便。说者无意，听者有
心，几日后，王胜祥主动找到老街景
区负责人，表达捐献太阳能路灯的
意愿，并选购灯具、安装到位。

王胜祥一向热心公益，多次资助
贫困街坊。2016年桐城遭受特大洪
灾期间，他参与营救被洪水围困的中
心社区与老街中心的居民。他的古
道热肠，一直被左邻右舍所称赞。

（通讯员 吴春富）

公益人士捐献路灯

孔城老街告别黑灯瞎火

本报讯 日前，桐城市委组
织部、市直工委和市数据资源管
理局联合开展的 2019 年全市政
务服务系统满意科长（窗口负责
人）测评，由 50 余名桐城市党代
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委委
员、企业家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
组成的评委团，对 43 名“满意科
长”候选人现场打分。这是桐城

首次开展“满意科长”测评工作。
开展“满意科长”测评，旨在推

进政务服务系统作风效能建设，弘
扬先进。被测评对象为市数据局政
务服务窗口单位、分厅及镇（街）为
民服务中心的科长或负责人。测评
全程公平公正公开。“满意科长”获
得者将在明年桐城市三级干部大会
上予以表彰。 （通讯员 童文）

桐城首次评选政务服务系统“满意科长”

本报讯 日前，省财政下达桐
城双港软包装小镇建设专项资金
2000万元，这是继中国桐城文学
小镇项目之后，桐城获得的第二
个安徽省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双港软
包装小镇的规划编制、基础设施

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主导产业培
育等方面，发挥其引导示范作用，
支持桐城建设以软包装产业为基
础、集软包装开发、设计、孵化、制
造、展示、体验、旅游为一体的独
具魅力的“软包装”特色小镇。

（通讯员 聂旺青 张瑞）

省专项资金支持双港建设“特色小镇”

日前，桐城市龙眠小学举行第二届师德讲坛暨教职工新年联欢会，
全校40多名教职工欢聚一堂，聆听本届“道德讲坛”的主讲人讲述不忘
初心、立德树人的人生故事。此次活动旨在激励全校教职工在新的一
年，继续高擎师德之灯、当好学生的引路人。 通讯员 王芳 摄

日前，桐城关爱女孩网一
年一度的“大爱压岁”红包发
放活动在唐湾镇、黄甲镇两片
区启动，当日为20名山区贫困
孩子送去“压岁”红包共计
1.55万元。“压岁”红包，浓情
暖冬。9年来，“大爱压岁”红
包发放活动一直不辍，成为桐
城关爱女孩网的爱心助学品
牌。此次活动累计发放爱心款
超20万元。

通讯员 潘春燕 摄

““压岁压岁””红包红包
浓情暖冬浓情暖冬

本报讯 日前，桐城市黄甲镇
劳动监察中队成功处理了一起劳
资纠纷，帮助多名农民工拿到了
共计18万元的工资，该镇“根治欠
薪冬季攻坚行动”首战告捷。

在2020年元旦、春节来临之
际，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支
付，该镇“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

再发力：重宣传，引导企业按时发
放农民工工资，同时提高农民工自
我保护、依法维权意识；成立清欠
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行政司法联动
机制，形成清欠合力；开展全面摸
排，畅通举报通道，做好应急值守，
确保处理尽心，让农民工不再“忧
薪”、过节安心。（通讯员 杨烺）

黄甲镇：联动“清欠”让农民工不忧“薪”

桐城改革的画卷桐城改革的画卷

本报讯 日前，桐城市科协深
化改革试点工作顺利通过中国科
协改革试点结项验收，圆满完成
试点任务。

2017年8月，桐城市科协被中
国科协确定为地方科协深化改革
县级试点单位。试点实施以来，
桐城市科协紧扣“走在前列”目标

定位，推进基层科协组织建设，取
得较好成效。开放型、枢纽型、平
台型科协组织日益形成，政治性、
先进性、群众性显著增强，在为科
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
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
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通讯员 秋水）

桐城科协完成“深化改革试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