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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我市加大危房改造确保群众住
有所安。部门联动建机制。四部门联合印发
保障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健全农村低收入人
口住房安全动态监测机制，对农村脱贫户和
低收入群体房屋实行动态监管。科学鉴定强
排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村组，对列入
本年度农村危房改造对象的房屋，通过“实
地看、逐户访、认真核”的方式进行房屋危
险性鉴定，分类制定改造方案。经鉴定，全
市有C级危房181户、D级危房户303户。紧
盯目标保进度。紧扣工程时间表和路线图，
以“四不两直”方式深入一线调研督导，
加快推进实施进度。严格执行分类补助标
准，加快资金拨付、使用进度。目前，全
市484户农村危房改造已全部竣工，拨付补
助资金315.4万元。 （住建）

加大危房改造

确保群众住有所安

本报讯 桐城市借力绿色信贷壮大低碳
产业。优化产业布局。出台 《经开区节能
环保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5）》，明确
园区企业发展、产业布局方向。大力支持
园区绿色节能环保企业发展。目前，该市
绿色贷款余额 12.31 亿元。推动企业改革。
持续推动企业去产能、去杠杆、调结构、
转方式，加快淘汰、转移高能耗、低效率
企业。截至8月底，该市投入信贷2.37亿元，
帮助 17 家企业淘汰、改造工业燃煤锅炉 23
台。加快智能制造。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发展，推进企业低碳
技术改造。占地 2100 亩的智能制造产业园
项目落户市经开区，艾瑞德农业装备等企
业获批绿色信贷 5800 万元。发展清洁能源。
落实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信贷政策，支持
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去年，该市绿色园
区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分别为
32%、85%。 （桐城）

桐城市借力绿色信贷

壮大低碳产业

望江县凉泉乡立足资源禀
赋，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在壮大
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金秋季节，该乡的山场和
田地上，薄壳山核桃树硕果累
累，火红的小米椒压满枝头，金
色的石斛花争相怒放，广大乡村
呈现一派丰收景象。

山核桃与艾草“共生”
林间套种效益高

9月3日上午，凉泉乡韩店村
云庄家庭农场内，一棵棵薄壳山
核桃树随风摇曳，林下艾草散发
阵阵清香。

“一开始，山上的茅草长得比
我还高呢。三年前，我们清理茅草，
改为种植山核桃树了。”云庄家庭
农场负责人王云珍说，自打这片荒
山开发后，薄壳山核桃树和艾草取
代了往昔疯长的茅草。薄壳山核
桃树经过精心管理，今年开始挂
果，林下套种的艾草也十分茂盛。

三年前，王云珍发现凉泉乡韩
店村土地肥沃，气候条件好，经过
多方考察后，她毅然放弃了建材生
意，来到凉泉发展。

“刚开始种植薄壳山核桃和
艾草的时候，我也是边摸索着边
干，参加了乡政府组织的多次培
训之后，心里就有了底。你看，现
在修剪树枝我已经轻车熟路了。”
在此之前，王云珍对林业种植毫
无经验，在省农科院专家的精心
指导和乡农技部门的热心帮助
下，她承包了400余亩山场，建立
家庭农场。

“乡里一直在主动与农场对
接，给我提供政策、资金、技术等
方面的支持，专门为我们安排了
喷灌设施项目，增强了薄壳山核
桃 和 林 下 艾 草 抵 抗 旱 灾 的 能
力。几年发展下来，我的艾草坐
垫等产品销路很好，参加几个
产品展销会，签订了十几个大订
单。”王云珍说。

“我在农场从事果树、艾草管
理，年收入达 48000 元。”当地村

民孙文明说，在农场干活，照顾
家里和挣钱两不误。

现在的云庄家庭农场已经是
“省级示范家庭林场”，带动了周
边50多个农户就业。为延伸艾草
种植产业链，王云珍还在凉泉乡
农产品加工基地兴建一个艾草制
品加工厂，项目正在建设，投产后
将带动更多农民增收。

兴建小米椒基地
助推村民增收

金秋季节，凉泉乡韩店村方家
大屋田野里，压满枝头的小米椒长
势喜人，艳阳照耀下，空气中飘散
着一股火辣辣的味道。十多名村民
在小米椒基地忙着采摘、分拣、打
包、搬运，不一会儿，一辆货车车厢
就被装得满满当当。

“以前，农忙时在家种地，农
闲时外出打工，一年下来两头跑，
收入也没有多少。”这是过去许多

方家大屋村民的生活状况。在该
基地务工的53岁村民方珍荣说，
她在基地除草、采摘和挑拣辣椒，
每天可以挣得 70 元。“在家门口
干活挣钱，还能照顾家里老人，
我很满足。”

“要想富，先修路。去年兴修的
211省道一级公路从我们村经过，
我们打心底里高兴。今年又迎来
好消息，我们屋场的土地全部流
转出去，规模种植小米椒，可以在
基地务工。”因为家门口建起了农
业种植基地，方家大屋村民方文
明说，“现在不一样了，自从辣椒
种植基地建好了以后，不少村民
也不用四处奔波找事做了，既能
照顾家里，又能挣钱，一举两得。”

今年春季，方家大屋的土地
流转给了三得利农业合作社。这
家合作社是凉泉村和韩店村共同
招商引资，由浙商牵头成立，主要
从事小米椒规模种植和加工。合
作社的成立，不仅让方家大屋的

人每年获得土地流转金，还带动
了周边30多户村民就近就业，平
均日工资90元，长期务工一年收
入可达30000元。

“浙商到村里考察结束后，共
流转了凉泉村、韩店村 300 余亩
土地，第一步投资金额300万元。
基地每年可以采摘 7 批小米椒，
预计每亩产量在 2000 斤到 4000
斤。”韩店村村委会工作人员方
向东介绍。

4月份完成土地平整并进行
播种，目前，合作社已经收获了
20 多万斤小米椒。山东、河南等
地的企业定向收购小米椒，市
场价最低能卖到 1.8 元一斤。“有
了前期的良好开端，我们已经
在凉泉乡横山村、团山村再流
转 200 亩土地，形成更大规模种
植，打造皖西南优质小米椒种
植基地，把技术和收入带给更
多农民。”合作社有关负责人娄
洪根说道。

石斛花争相怒放
开出金色的希望

当前，是石斛花开的季节。凉
泉乡现代农业园 180多亩石斛园
里，一盆盆盛开的鹅黄色石斛花，
煞是好看，工人们拎着篮子小心
翼翼地采摘花朵。

在石斛园务工的村民陈金
根说，铁皮石斛喜欢温暖潮湿的
环境，位于岚杆湖畔的凉泉乡常
年温度和湿度都很适宜霍山铁
皮石斛生长。

石斛园由凉泉乡整合500万元
项目资金建设，总面积达3600平方
米，获得的资产收益归太华村、凤林
村、凉泉村、韩店村、泊湖村共同所
有。项目由园区统一管理，每年按
项目资金不低于6%的比例分红给
各村，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增收。

“剪鲜条、烘焙到卷曲加箍，
我们生产销售的铁皮石斛枫斗和
铁皮石斛花采用纯手工制作而
成。另外，采摘石斛花、研磨石斛
粉等环节都需要大量人力，对周
边的老百姓说，来园里做工既能
赏花赏景，还能上班挣钱。”园区
负责人汪国金说道。

汪国金介绍，临近县城，景
观优美，石斛产品好，假期到现
代农业园游玩的人越来越多。园
区内蔬果采摘、花卉苗木、水产
养殖也逐渐被带动起来，生产的
多种农产品被评为中国绿色食
品A级产品。

“融合种植养殖、生产加工、
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凉泉乡现代农
业园区，是一个三产融合的示范
样本。我们将继续支持特色产业
及园区发展，促进群众增收。”凉
泉乡农办负责人冯国华说道。

凉泉乡党委副书记储琳说，
该乡将依托区域内山水湖田等优
质自然资源，进一步加大扶持力
度，加快发展特色农业，助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色，绘就
美丽乡村的新画卷。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唐璐

立足资源禀赋 打造特色产业

多彩农业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本报讯 我市“四个体系”健全医保基金
长效监管。我市作为国家医保基金监管信用体
系建设试点城市，在国家医保局中期、终期两
次评估中均荣获优秀等次。今年以来，共检查
定点医药机构 1676家，追回医保基金 1253.46
万元，行政处罚106.67万元。构建管办分离体
系。市县均成立医保管理、服务中心两个事业
单位，与行政机关构成职责明确、管办分离、办
审分离、监管协同的管理架构。健全市县乡村
四级医保组织，打通医保基金监管“最后一公
里”。完善监管机制体系。成立维护医保基金安
全领导小组，强化“三预”管理机制，建立定点
医疗机构自我约束的内控机制，压实医保基金
使用监管各方主体责任。健全管理制度体系。
建立驻点监督员、网格化监管等制度，提升监
管效能。完善举报奖励制度，激发社会监督力
量。创新信用监管体系。构建信用承诺、教育、
评价、惩戒、修复“全闭环”的信用制度体系。对
全市22家二级以上综合医院、386家零售药店
及医师、参保人进行信用评级，将医保信用纳
入“信用安庆”管理体系。 （医保）

我市“四个体系”

健全医保基金长效监管

本报讯 通过密封发酵，使秸
秆变成优质饲料；通过沼气池发酵，
使羊粪产生沼气；通过益生菌发酵，
使羊粪变为有机肥。宿松县汇口镇一
些家庭农场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为
秸秆综合利用开辟出一条新路径。

坐落于汇口镇曹湖村五组的牧
群家庭农场，安装在羊舍外面的打
包机、粉碎机格外显眼；羊舍里
里外外十分干净，几乎闻不到异
味。良好的饲养环境使得羊群更
加活跃、健康。8月30日上午，农
场负责人黄习强看到工人们正在给

一群波尔山羊喂饲料，顺手捧起一
把秸秆饲料对来访的客人说：“你
们看，这就是发酵过的秸秆饲
料，它的营养成分比普通饲料更
充足，养殖效率也更高。”

如何充分利用秸秆资源？如何利
用秸秆发展生态循环农业？2014年，
黄习强在宿松县有关部门的扶持
下，创办了牧群家庭农场，规模养殖
波尔山羊、麻羊和黑羊，并购买了打
包机、粉碎机等专用设备，还在羊舍
旁边修建了一座容积量达200个立
方的沼气池，走出了一条科学利用

秸秆资源、生态循环养殖、科学利
用羊粪的产业发展之路。

黄习强介绍，秸秆在经过粉碎、
打包、装袋、密封发酵等工序之后，
才能成为有机饲料。秸秆的密封性
越好，秸秆的发酵程度就越充分。
被密封的秸秆，在春秋季节，必须
经过20度以上温度、持续三个月
的发酵，秸秆里的有害菌才会被消
灭掉，而有益菌才能得到繁殖。羊
群食用这种饲料，更容易消化吸
收，增加抗体、促进生长。利用野
草养羊，表面上看起来在养殖成本

上要少些，但利用秸秆饲料养羊，
能使羊的生长期少两个月，且肉质
更加鲜嫩，有嚼劲，深受广大消费
者好评。去年，农场共出栏麻羊、黑
羊400只，创产值64.8万元。

“以前，我根本不指望稻草还能
卖到钱，都是将它粉碎了还田。”曹湖
村种粮大户叶皇建说。近年来，黄习
强每年都要花6万元，向叶皇建收购
200吨稻草。去年，黄习强共收购玉
米、水稻秸秆700吨，使当地3个农业
种植大户从中获得21万元经济收入。

每年，黄习强都要将一部分羊

粪引入到沼气池发酵，利用产生的
沼气无偿供应当地30户居民烧水
做饭。另一部分羊粪，则通过菌药
进行发酵，使其变为有机肥，销售
给当地农业种植大户。去年，共出
产有机肥46吨。

如今，在汇口镇秸秆已成为生
态养殖的“香饽饽”，促进了种植业
的发展。汇口镇畜牧兽医站站长董
保国介绍，今年以来，汇口镇新增50
亩以上农业种植大户17户，其中玉
米种植大户4户。

（通讯员 孙春旺 张友中）

生态养殖让秸秆利用“活”起来

望江县凉泉乡韩店村小米椒种植基地，村民在采摘小米椒。 通讯员 沈凯芳 摄

一卡在手 畅游无忧

安庆职工公园年票
景区免票玩 电影免费看

安庆文旅惠民卡微信公众号

为普惠服务职工，促进文旅产业发展，安

庆市文化和旅游局、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安

徽腾旅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推出安庆

职工公园年票，面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工会会员、职工发行。年票单张售价199 元，

目前涉旅资源已覆盖天柱山、明堂山、五千年

文博园、巨石山等景区、景点20余家，以及万

达影城、宜影影城、吾悦广场星轶IMAX影城

等10家影院，单次总门票价值近3000元。

各基层工会根据《安徽省基层工会经费

收支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三章第八条“基

层工会可以用会员会费组织会员观看电影、

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等，组织会员开展春游

秋游，或向会员发放电影（演出、比赛）兑换

券、当地公园年票。兑换券和年票发放应实

名签收，实际结算金额每人每年不超过 300

元。会费不足部分可以用工会经费弥补，弥

补部分不超过当年会费收入的三倍。”的规定

集中购买办理。

工会会员、职工办理年卡后即可使用，全

年可到天柱山5A景区以及明堂山等11家4A

景区不限次免票游玩，同时还可免费看3次

电影。

线上办理

关注“安庆文旅惠民卡”微信公众号，即

可在公众号好内自助申请办理激活。

线下办理

各基层工会可前往安庆市湖心北路88号

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大厦8楼807室现场办

理，也可通过单位汇款寄送卡片形式办理。办

理咨询电话：0556-5990776 5325917，针对有

需求的单位可提供预约上门办理服务。

使用方法

用户收到实体卡后关注“安庆文旅惠民

卡”微信公众号，进入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

“年卡购买”—“年卡兑换”，根据提示完成注册

登录；返回首页，点击“年卡兑换”，刮开实体卡

背面涂层，输入兑换码/扫码进行兑换；完成兑

换后，点击“立即激活”，填写个人信息后完成

激活；成功激活后，

即可通过点击微信

公众号下方菜单栏

“刷码入园”入园游

玩。线上购卡用户

无实体卡，直接点

击菜单栏“年卡激

活”，完成激活后即

可入园游玩。

安庆职工公园年票景区列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景区名称
天柱山风景区
天龙关景区

山谷流泉文化园景区
天柱大峡谷

天仙峡
明堂山景区
天峡景区

大别山彩虹瀑布景区
道元古村

袁家渡漂流
花亭湖风景名胜区

梅河谷
孔雀东南飞旅游景区

孔城老街
嬉子湖生态景区
石莲洞旅游景区

白崖寨
雷池湿地小镇

五千年文博园（一期）
五千年文博园（二期）

《天仙配新传》实景灯光大型户外演出
巨石山

活海旅游区
九曲河漂流

青云峡
安庆宜影影城

万达影城
吾悦广场星轶IMAX影城

舒台影城
中影天鹅国际影城

皖影影城
中业国际影城
浙商3D影院

花亭湖国际影城
时代国际影城

景区等级
5A
4A
4A
3A

4A
4A
4A

4A

4A
4A
4A
4A
4A
3A
4A
4A

4A
4A
3A

会员免票次数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不限次
6次
6次
6次
6次
6次
6次
6次

影院
共享免费观影

3次

地区

潜山

岳西

太湖

怀宁

桐城

宿松

望江

太湖

市区
桐城
潜山
岳西

市区

潜山
岳西
怀宁
桐城
宿松
太湖
望江

门票价格
130
60
50
78
60
80
80
70
80
168
70
40
70
50
60
80
60
30
120
140
198
70
108
140
9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