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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岳西县审计局聚焦主责
主业，创新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模
式，将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与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重大政策措施落
实情况跟踪审计、扶贫专项资金审计
相结合，“三结合”开展审计工作，推动
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向纵深发展。

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相结
合。整合现有资源，充分挖掘审计人
员潜在力量，利用政府投资项目跟踪
审计成果，将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
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合开展，

重点审计重大项目立项、规划、建设、
管理和资金使用等方面的合法性和
合规性，分析评价项目建设的财政绩
效，促进经济责任审计事项更全面、
责任界定更清晰。

与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
审计相结合。政府投资项目和重大
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是当前
审计监督重点，县审计局创新审计方
式，开展结合型审计，根据政策措施
落实跟踪审计内容和范围，将岳西县
2020年度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和

使用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与
县医院体检综合楼项目、岳西县大健
康产业园项目等跟踪审计项目相结
合，扩大审计覆盖面，实现资源共享，
达到审计成果利用最大化，保障国家
和省各项重大政策措施有效落实。

与扶贫专项资金审计相结合。
明确跟踪审计重点，对资产收益扶贫
试点项目、农村环境整治等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进行跟踪审计，关注扶
贫资金项目建设程序履行情况，重点
审查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工程招投

标、设计变更、工程竣工结算等方面，
对跟踪审计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
改意见。审查扶贫资金筹集和使用
情况，是否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财政资
金，有无专项资金被挪用、套取等违
规情况。三是审查建设单位、施工单
位是否规定交纳计提相关税费，是否
存在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影响工期
等情况。通过跟踪审计全面掌握扶
贫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充分发挥建
设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通讯员 张立强

岳西县审计局：

“三结合”开展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

漫山遍野的茶园，一眼望不到
边，蔚蓝的天空和绿色的茶园融为一
体。岳西县石翠茶叶专业合作社在

“四带一自”民生工程项目的支持下，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打造特色品牌产
业，着力推进农业特色产业提质增
效，促进农民增收。

因地制宜，选定绿色之路

位于包家乡石佛村的石佛寺茶
园，四面环山。浅绿、深绿、墨绿连绵
起伏，蜿蜒而深远，颇为壮观。梯田
式的茶林，一层一层，直耸云霄。抬
眼望去，天空在这满眼绿的映衬下清
蓝若湖水。

这里地处偏远，海拔高、气温低、
湿度大、空气纯洁、土壤洁净，十分适
合茶叶生长，当地百姓就地取材，因
地制宜，发挥优势，使得这里的茶叶
成为最早的“岳西翠兰”样本制作地
之一。此处茶叶品质优异，从1989年
开始，市、县农业部门在石佛寺千万
棵茶树中着手新品种选育。历时20
余年，国家级茶树良种“石佛翠”于
2010年通过全国茶树品种鉴定委员

会审定，编号国品鉴茶2010006。“石
佛翠”母树至今健康生长在石佛寺茶
园内，得到充分保护。

1997年这里被选为中德合作GTZ
项目“中国贫困地区有机农业发展”
的有机食品开发试点，从此开始了石
佛寺茶园有机生产与发展的历程，也
使岳西县被称为中国有机茶叶开发
的摇篮。

矢志不渝，坚定绿色举措

石翠茶叶专业合作社十年如一
日，矢志不渝走有机发展之路。通过
修建茶园道路、建山庄和标准化加工
厂，装路灯、栽花草树木，改善茶园小
气候，美化茶园环境，推进茶旅融合
发展。茶叶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有
机食品要求，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
施用除草剂，杜绝一切农药、重金属
和有害微生物污染。通过以草治草，
安装诱虫灯、诱虫板等有机措施有效
防控茶园病虫草害。

同时以有机茶为依托，注册了
“石翠”商标，委托专业团队，设计包
装与产品，建立茶叶质量可追溯机

制，确保单位茶园都有标号、有标准、
有检测、有监控，可识别、可查询、可
追溯、可信任。只要扫一扫二维码，
就知道茶原料来自哪里，如何生产加
工的，质量、标准、价格一目了然。

石佛寺有机茶园，先后荣获“全
国三十座最美茶园”“全国脱贫示范
基地”“长三角乡村旅游于休闲农业
推荐景点”“美丽岳西乡村旅游示范
点”等称号，成为大别山区中熠熠生
辉的绿色明珠。

四带一自，共享绿色成果

石翠茶叶专业合作社在狠抓自
身绿色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带动当地
发展，让农户共享绿色发展成果。茶
园共投资1200万元，直接带动农户80
户，年户均收入在5000多元，带动农
户年收入2万元以上的达5户;带动石
佛村发展农家乐5家，民宿10余户。

为美化乡村，合作社筹措资金50
万元，修建茶园组2公里水泥硬化道
路，并捐资近10万元为该道路安装路
灯至各家各户，电费由合作社承担。
在茶园组干道、步道两侧种植桂花、

映山红、红豆杉等景观苗木近千株，
美化了乡村环境，并为村民安装了各
项体育健身器材，购置广场舞音响设
备，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

“我们石翠茶叶专业合作社通过实
施‘四带一自’民生工程，始终秉持生态
有机发展理念，大力推行诱虫灯，诱虫
板增施有机肥等绿色防控措施，建立茶
叶质量可追溯机制，茶叶先后通过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和有机认证，获得中国旅
游品牌商品，茶园被评为全国30座最
美茶园，今年200亩茶园产值360万
元，带动当地80户农户就业增收，发放
租金务工工资150万。”石翠茶叶专业
合作社销售总监刘娜介绍道。

石佛寺有机茶园的成功，仅仅是
“四带一自”民生工程实施下的缩
影。岳西县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优
势，大力实施国家绿色发展先行区
创建、茶叶绿色高质高效行动、“两
减一创”等项目，开发绿色、有机高
品质农产品，强力支撑“四带一自”特
色种养业提升工程实施，助力农业产
业提档升级，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共生之路、转化之路、统
一之路。 通讯员 黄文仪

深耕绿色经济 守护绿水青山
——岳西推进绿色富民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8 月 30 日，岳西县
公安局联合岳西县响肠中心学校
开展的2021年“防暴”演练活动。

当天上午10点演练开始。“快
点开门，否则打死你!”两名“暴
徒”假装学生家长，遭到保安阻
拦后，拿出棍棒威胁。门卫安保
人员及时报警，“暴徒”继续实施
暴恐行为，安保人员携警棍盾
牌、约束叉等器械，采取“边围
边防边打”的处置方法阻挡暴力
分子行凶。接到报警后，岳西县
公安局迅速出警，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学校，喊话劝降无果后立即
通知特警大队，并一起迅速制定
抓捕方案，用盾牌一步步把“暴
徒”逼倒在地，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抓捕了“暴徒”。

随后，特警大队相关人员为
学校教职工及安保人员讲解了防
暴安全相关知识，介绍了专用防
暴防卫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安
全注意事项及攻防技能。

“校园安保工作、师生的平安
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我们响
肠中心学校始终把学校的安全保

卫工作当作重点工作来抓，今天
公安机关到我们学校进行安保人
员的培训和防暴演练，取得了明
显的效果，加强了我们学校的人
防、物防和技防，提高了广大职
工和我们安保人员队伍的防暴技
能和防暴意识，进一步实现了规
范学校安全管理，确保师生安
全，维护响肠社会稳定。”响肠中
心学校副校长徐观兵介绍说。

“通过这次与学校之间联合
开展的防暴演练，增强了学校
师生的应急处置能力，对违法
犯罪行为形成了有效的震慑，
有效地提升了辖区安全。”岳西
县公安局响肠派出所副所长刘
肇华说道。

据悉，本次防暴演练是岳西
县响肠中心学校开展构建平安和
谐校园工作的内容之一，有利于
提高师生们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
反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为预
防、控制和消除校园突发事件，
保障师生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打造“平安校园”奠定了基础。

（通讯员 储翔）

响肠镇：

开展反恐防暴演练

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韩艳桃是岳西县中关镇沙村村
王屋组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20多
年来，她无微不至地照护患有精神疾
病的大姑姐，受到当地干群的一致称
赞和好评。

1982年，韩艳桃经人介绍，与刘
会国结为夫妇。当时刘会国上有父
母，姐弟3人，家庭境况一般，但大姐
刘桂婵自小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一
直是全家人的“痛”。“当时媒人把他
家情况和我说了，尤其是大姑姐的病
情也说清楚了，但我看中了刘会国这
个人，也就接受他整个家庭。”韩艳桃
说。

当时刘会国父母年龄40多岁，身
体状况也好，承担着照顾刘桂婵的任
务。全家人勤劳节俭，日子过得和和
美美。到了2000年左右，公婆的身体
越来越差，照顾刘桂婵的任务也就落
到韩艳桃肩上。“那时，既要照顾公

婆，又要照顾姑姐，还要承担家务和
农活，确实很累，但咬咬牙，也就坚持
下来了。”韩艳桃说。

后来，公婆相继去世。“公婆去世
前，拉着我的手，叮嘱我要照顾好大
姑姐，我含泪答应了。”韩艳桃想起当
时情景，也不禁唏嘘。

韩艳桃每天细致地安排好刘桂
婵的生活，帮她洗脸、梳头、换洗衣
服。然后抽时间干农活，干家务。刘
桂婵随着的年龄不断增长，脾气也越
来越怪，摔碗、砸窗户，随地大小便。
韩艳桃像哄小孩子一样，耐心地安抚
她。碗摔了，换成铁碗；窗户玻璃碎
了，重新安装；衣服沾了大小便，就换
下来洗干净。韩艳桃默默地付出，家
人、邻居都看在眼里，在心里为她点
赞。“这几年韩大姐真不容易，把她智
障的姐姐照顾得非常好，身上干干净
净的，作为邻居，我们真心佩服韩大

姐。”邻居王厚志说。
这么多年，韩艳桃没出过远门，

就是回到娘家，也是当天去，当天回，
生怕大姑姐没人照顾，有什么闪失。
为了让丈夫能够安心外出务工，韩艳
桃在照顾好姑姐的同时，还承担起家
里的农活。“这么多年，多亏了妻子，
她忙里忙外，把大姐照顾无微不至。”
刘会国说。

由于是精神残疾，刘桂婵有时喝
水烫了，走路摔了，把人家东西损坏
了，这些都是家常便饭，经常发生。
但每次韩艳桃都是第一时间帮助处
理，从不嫌麻烦。有一次，刘桂婵在
路边捡拾别人丢弃瓜子吃，导致肠道
堵塞，不能排出大便。韩艳桃听从医
生的嘱咐，买来药物，用钳子帮大姑
姐将粪便掏出。“当时也没想到其他
的，只是想着帮她减少痛苦，治好她
的病。”韩艳桃说。

还有一次，刘桂婵用石块将别人
停在路边的小轿车玻璃砸破了。韩
艳桃不仅去给别人赔理道歉，还赔了
人家1000多元。这对并不富裕的家
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韩艳桃
没有一句怨言。

为了减轻韩艳桃的家庭负担，村
里经过推荐审核，将刘桂婵列为了五
保对象，每月有600多元的补助。也
有人劝韩艳桃，将刘桂婵送到敬老
院。但韩艳桃却说：“进了一家门，就
是一家人，我有责任、有义务照顾好
大姐，更不能辜负公婆生前的嘱托。”

“韩艳桃几十年如一日照顾精神
失常的大姐，在我们村群众中交口称
赞，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我们在乡村
振兴中，要发扬她这种尊老爱亲的精
神，助推乡风文明建设。”中关镇沙村
村党支部副书记储云霞说。

通讯员 吴传攀 储翔

人善心美的韩艳桃：

几十年如一日，她的故事感人至深

9 月 3 日，村民们在采摘香榧。
当日，岳西农民丰收节暨首届香榧
采摘文化节在毛尖山乡永发农林香
榧基地举行。该基地数千亩香榧喜
获丰收，经济效益日渐显著。

通讯员 吴传攀 储翔 摄

千亩香榧喜丰收

近日，岳西县和平乡太阳村打好“旅游牌”，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
力，利用穿境而过的宝纛河，打造漂流景区，现已于8月1日开始了试营
业，目前接待量近5000人。 通讯员 余婷 摄

本报讯 老城区改造是重大
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通过老
城区改造，可以有效地改善老城
区群众的住房条件，缓解城市内
部二元矛盾，提升城镇综合承载
能力，缓解老城区交通拥堵，消除
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升人居环境，
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是惠
民生重点，稳增长支点，提升城市
品质的关键点。岳西县天堂镇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聚焦“我为群众办实事”，
高质量推进老城区改造项目征地
搬迁安置工作。

2021 年岳西县老城区改造项
目共计869户，约137128㎡，其中第
三片区共计296户。在老城区改造
工作推进中，隶属于第三片区工作
组的城北社区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聚焦“我为群众办实事”，积极向群
众宣传政策法规，做好群众调解工
作，为群众谋取最大实惠，获得群
众阵阵好评。

王学根是住在第三片区工行
宿舍楼的老住户，今年60多岁，年
轻时因为意外导致身体残疾。城
北社区党委通过主动入户走访，了
解她家情况后，积极为王学根出谋
划策，并多次帮助她协调一系列问
题，让她充分了解相关政策法规，
解决她的后顾之忧，这也让她成为
该片区第一个进行签约的搬迁户。

有了第一次成功经验，该社区
组织专班人员上门走访所有搬迁
户，了解各户情况，针对各个网格
家庭制定详细计划。城北社区汪
正革是一位网格长，在入户走访过
程中，了解到胡群胜一户随子女一

起迁到深圳定居，常年不在家。于
是汪正革通过电话联系到胡群胜，
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征地搬迁的政
策法规，在取得胡群胜本人同意
后，汪正革主动帮他“远程”办理相
关手续，完成系列工作后，告诉他
只用回到家签字即可。于是，8月9
日，胡群胜从深圳赶回岳西，10日
就进行了签约，12日完成交房，整
个过程只用了3天。“多亏了汪主
任，不然的话这一系列的手续问题
我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
签约交房的工作，这大大地提高了
工作效率。”胡群胜说。

老城区改造项目征地搬迁安
置工作事关岳西高质量发展和城
镇化建设，事关民生福祉、项目推
进，高效推进这项工作正当其时、
十分必要。征地搬迁安置工作自
部署以来，四大片区共抽调天堂镇
35名镇、社区干部，天堂镇征迁工
作人员始终以良好的精神风貌投
入征迁工作中，征迁工作氛围浓
厚、机制完善、成效明显。“为切实
推进老城区改造项目征地搬迁安
置工作，天堂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带头开展、积极动员，聚
焦群众诉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
众之所急，形成合力、营造氛围，带
动广大群众共同推进，坚决按照项
目要求完成征地搬迁工作任务。”
天堂镇党委书记徐险峰介绍到。

截至八月底，老城区改造项目
征地搬迁安置工作已完成签约483
户，腾空291户。随着征地搬迁安
置工作的不断推进，必将推动老城
区改造项目的顺利完成，届时将实
现“云上岳西”颜值、品质双提升。

（通讯员 储翔 左琳）

天堂镇:

推进征迁安置工作
老城旧貌将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