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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刊

9月的怀宁茶岭镇，960多亩紫薯
喜获丰收。近年来，怀宁县茶岭镇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村集
体经济，实现农民增收，同时通过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和促进乡风文明等，在

“希望的田野上”，奋力擘画乡村振兴
新图景。

发展特色产业 壮大集体经济

9月16日，怀宁县茶岭镇年丰村的
紫薯基地喜迎丰收，基地里，随处可见
脸上挂满笑容正在忙碌收获香甜紫薯
的村民，大家纷纷“撸起袖子埋头干”。

年丰村80亩紫薯种植基地成了村
民们的“聚宝盆”，而此前，这里是一片荒
山地。“紫薯种植时间短，效益来得快，成
熟期预计是一百天。每亩产量是四千
斤，保底销售价格是每斤2元，除去成
本，每亩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增收至少四
千元。”年丰村党支部书记王小云说，“下
步，年丰村将进一步盘活闲置土地，发展
紫薯种植，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同样在该镇万福村，山场面积有
2000余亩，今年在茶岭镇党委政府的
强力推动下，万福村大力推进土地流
转，向山场要效益。万福村通过流转
荒废山场资源，紧盯高收益的紫薯等
经济作物，喜获丰收。

今年，茶岭镇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功
能，以产业为抓手，因地制宜在年丰、万
福、茶岭和同形等4个村发展紫薯种植
960余亩，成立紫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形成规模化种植，并与电商平台合作，
开展线上线下紫薯销售。同时该镇在
先锋、泉合和同形三村成立了茶岭镇
宝龙山联合党委，以联合党委抱团形
式发展蓝莓1000多亩，推行党委+合作
社+公司+农户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流
转、盈利分红、劳动力就地转移等措
施，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
民变股民，拓宽了群众致富渠道，实现
村与村抱团发展。并且该镇创新党建
模式，与高校加强党建合作，聘请高校
专家指导各村打造“一村一品”或“一村
两品”，创名牌，走精品发展之路。

目前，茶岭镇发展蓝莓3000多亩，
再生稻2000多亩，精养水面500多亩，
紫薯960多亩，油茶350余亩，实现全镇
每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不少于20万元。

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乡村“颜值”

秋高气爽，驱车驶入茶岭镇年丰
村，主干道两旁路灯一字排开，新增的
绿化带鲜艳夺目，自然村庄错落有致，
绿树成荫，天蓝地净，一副美丽乡村图
画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年丰村村
两委统一工作思路，积极宣传发动，召
开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强调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抓手，广泛宣传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
居家园的重要性，形成浓厚的宣传氛
围。同时该村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积
极组织动员群众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
中来。在外成功人士积极筹集资金，
在家党员和志愿者义务参加清洁家园
劳动，农户按照门前包保责任制，义务
参与拆除违章建筑、清除小广告、打扫
周边卫生，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该村重点围绕“绿化、美化、净化、
亮化、硬化”目标要求，整治人居环境，
加强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年
丰村已累计清理垃圾30余吨，种植绿
化苗木近9000株，拆除无功能建筑29
处，安装路灯58盏，进行村内2.6公里主
干道拓宽及绿化提升，5个自然村庄整
治和1个中心村庄的配套设施完善。

近年来，茶岭镇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走上河、湖、
山林和谐共生发展之路，促进“林长
制”长效化、常态化、保护青山绿水，助
推林业高质量发展，森林面积1885.94
公顷，森林蓄积量超过12.69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达32.27%。其中生态公益
林9500多亩，桑葚、桃树、梨树和油茶
等经济林4000多亩。

今年年初，茶岭镇提出“乡村要振
兴，环境必更新”的要求，改变人居环境
面貌，打造绿色茶岭，生态立镇。该镇
采取“多线多点”的布局，对镇境内县道
022、026和11个行政村主干道两边增加
绿化带，铺草皮，植行道树，总长度30
多公里；同时着力打造一个省级，二个
市级和三个县级美丽乡村中心村，并整
治54个自然村庄人居环境。通过镇内
主干道拓宽、绿化提升和自然村庄整治
等，达到天蓝、地净、水清、村美，一幅生
态宜居、民风淳朴的高品质生活新画卷
正在茶岭镇徐徐展开。

同时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该镇做到
见缝插绿、拆旧建绿、宜林地段全部绿
化，以护村林、风景林、休闲林等为主要
树种进行绿化植被，建设森林村庄，全
镇上下坚持护绿、增绿、管绿、用绿和活
绿，郁郁葱葱的绿色已成为茶岭镇经济
发展和生态宜居最动人的色彩。

构建治理体系 培育文明乡风

茶岭镇着力构建德治、法治、自治
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各村将重要
事项纳入“四议两公开一监督”工作法
决策范围，结合实际制定《村规民约》
和《文明公约》等，村民通过皖事通“小
微权力”监督管理平台了解村务信息，
保证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提高了村务工作的透明度。同时健全
法治示范村，把普法教育融入矛盾化
解全过程，让群众办事依法、遇事讲法
成为行为准则和自觉习惯。

该镇全力强化农村公共文化建
设，完善乡村文化服务体系。依托中
心村庄，配备娱乐健身器材，供群众休
闲健身。建文化广场和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开展健康向上的群众性文化娱
乐活动，满足村民的精神生活需要，放
电影，看地方戏，跳广场舞，陶冶人们
情操。该镇成立了茶岭镇羽路黄梅戏
剧团，是全镇戏迷票友之家，坚持送戏
下乡，唱振兴歌，自娱自乐，传承文化，
镇拔河队和舞蹈队二朵兄妹奇葩，在
县蓝莓文化旅游节活动中多次获奖。

聚力开展“身边好人”“文明家庭”
“好儿女 好婆媳 好夫妻”等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涌现出像三
元村孙胜老板一样的“公益达人”：为
疫情、教育和孤寡老人献爱心。进一
步培育文明新风，遏制大操大办、厚葬
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

近年来，茶岭镇全面推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全力以赴，攻坚克难，迸发新
的活力。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曹晓春 董知明

精 耕 乡 村 聚 力 振 兴
——怀宁县茶岭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纪实

本报讯 怀宁县茶岭镇以高铁通
车为契机，以高铁站为中心，着力打造
安庆高铁新区，创新驱动、创业强基、
创优提质、创富惠民，加快建设高质量
发展、高品质生活的现代化幸福茶岭。

该镇聚焦高铁，依托高铁，坚持创
新驱动，创业强基，加快高质量发展。
做强做优安庆高铁新区，总规划用地
面积约 6.39k㎡，精心打造“三心、四
城”。“三心”：皖西南交通枢纽中心、安
庆市城市副中心、怀宁县城市中心；

“四城”：宜居之城、生态之城、服务之
城、创新之城。坚持“一带一心、一河
两岸、高铁伴城”的发展理念。“一带”：
由安庆主城区保留的现状206国道展
开的商务研发旅游公共服务带；“一
心”：围绕高铁站点交通公共枢纽形成
的高端商务办公、商业服务核心；“一
河”：沿现状万福河水系开敞空间展开
的生态景观廊道；“两岸”：核心区内围
绕拓水而成的茶岭湖形成对望的两岸
商务商业区，整体起步区围绕“一河”

形成相互联系的两岸生活区；“伴城”：
以交通枢纽、山水自然景观为触媒带
动发展的活力节点。使之成为高质量
发展“茶岭样板”。

坚持创优提质、创富惠民，加快高
品质生活发展。不唯高铁，呼应高铁，
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走河湖
山林和谐共生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绿
色经济，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利用
公司+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通过土

地流转、盈利分红、劳动力就地转移等
措施，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村民变股民，拓宽了群众致富渠道，实
现村与村抱团发展，打造“一村一品”
或“一村两品”。创名牌，走精品之
路。发展蓝莓3000多亩、再生稻2000
多亩、紫薯1000多亩、油茶350余亩。

目前茶岭镇上下保持旺盛的发展
定力，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的幸福
茶岭。 （通讯员 董知明）

加快“两高”发展 建设幸福茶岭

本报讯 近年来，怀宁县茶岭
镇坚持乡村振兴法治先行，大力开
展法治进村进户、法治大课堂等活
动，依法治村、法治强村不断取得新
成效，法治文化、法律常识深入人
心，努力绘就法治乡村新画卷，着力
打造乡村治理新格局 。

依托本土特色，浓厚法治文化
氛围。茶岭镇依托美丽乡村建设的
区域优势和谭桥村法治示范村创建
活动，科学打造法治文化园、法治
文化长廊和综治中心，用展板、标
语、墙绘等形式展现法治典故、法
言法语、新时代农村法治新观念。
法治广场、法治长廊、调解室、活
动室等每一部分精心布局、精选内
容，结合美丽乡村周边环境融入总
体景观设计，突显整体效果，在群众
生产、生活的同时接受新时代法治
文化教育。

创新工作方法，推进乡村法治
建设。茶岭镇结合村情民意，创新
工作方法，不断探索社会治理体系，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重点打造“法治
建设12345”工作法即：1个中心（以
人民为中心）、2项任务（平安建设、
乡村振兴）、3 个体系（治安防控体
系、矛盾排查化解体系、法治建设体
系）、4种制度（周排查制度、月分析
制度、案件会商制度、维稳应急制
度）、5项措施（一支普法宣传队、一
班法律明白人、一次法律大讲堂进
村进组活动、一支法律援助服务队、
一个矛盾调解中心），真正实现了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
上交、社会和谐发展”的法治效果。

结合乡土人情，着重开展法治
工程建设。茶岭镇结合村规民约、
村情社意推出本村特色的法治工程
建设，充分发挥农村老党员、“五老”
带头引导作用，结合法治宣传进农
村、评选守法诚信经营户等活动，
逐渐形成办事依法、处事用法、村
民学法、群众护法的良性氛围，为打
造茶岭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提供法
治保障。 （通讯员 张翔）

打造乡村治理新格局
绘就法治乡村新画卷

本报讯 驱车驶入怀宁县茶岭
镇泉合村，一条醒目的“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
设和谐美好茶岭”标语，格外引人注
目。秋天的傍晚，村内不少村民吃
过晚饭正在沿着村主干道悠闲的来
回散步，道路两边镶嵌鲜艳的绿化
带宛如绿色“长城”，纵横交错，延伸
到乡村休闲广场，一群身着统一服
装的年轻妇女伴着音乐跳着轻盈的
舞步，形成一道靓丽风景。

在茶岭镇党委政府的引导和推
动下，全镇群众筹集资金，投工投
劳，清垃圾、拆危建、圈家禽、固塘
坝、种花卉、植苗木、修村道、安路
灯、建广场……人居环境各项整治
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

今年，茶岭镇党委政府把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抓手，深入开展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建设美丽乡村，有效提升
了村民获得感和幸福感。全镇已累

计清理垃圾150余吨；种植绿化苗木
近3万株；拆除无功能建筑 109处，
安路灯610盏，建休闲广场11个，通
过镇内主干道拓宽、绿化提升和自
然村庄整治等，达到天蓝、地净、水
清、村美。

近年来，茶岭镇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走河湖
山林和谐共生发展之路，促进“林长
制”长效化、常态化、保护青山绿
水，助推林业高质量发展，生态公
益林9500多亩，蓝莓3000多亩，桃
树、梨树、桑葚、杨梅、枇杷和油茶等
经济林1万多亩，同时在美丽乡村
建设中做到见缝插绿、拆旧建绿、
宜林地段全部绿化，以护村林、风
景林、休闲林等为主要树种进行绿
化植被，建设森林村庄，全镇上下坚
持护绿、增绿、管绿、用绿和活绿，郁
郁葱葱的绿色已成为茶岭镇经济发
展和生态宜居最动人的色彩。

（通讯员 董知明）

绿色铺陈生态宜居新蓝图

本报讯 怀宁县茶岭镇谭桥村
白石组何申霞，今年43岁，先天性
视力残疾，丈夫是聋哑人，还伴有
癫痫病，家里还有一个儿子在读
书。一家三口吃着低保，加上两个
人的残疾人生活补贴、护理补贴也
能维持生计。

但她并不满足于一辈子低保的
生活，决定用自己的力气挣钱养活
自己，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给儿
女们做好自力更生的榜样。

2016年以来，何申霞在镇村干
部和乡亲们的帮助下，成立了家庭
农场，利用闲置山场，在林下开展
围网养殖，主要饲养鸡、豚、鸭。
通过销售成品鸡、豚鸭、鸡蛋，增

加收入，全年收入约5万元左右，
不但当年就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还略有节余。

今年以来，她一边用心经营自
己的养殖场，一边购置孵化机器扩
大规模，增加收入。由于资金周转
困难一时不能实现，县残联在了解
这一情况后，派工作人员上门询问
他们的身体和生产创业状况，仔细
倾听他们心声和需要，及时为她提
供了5000元的创业扶持资金，帮助
她顺利渡过难关。何申霞感动地说

“感谢县残联为我办理残疾人创业
就业扶持资金，助我创业一臂之力，
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让我的事业
稳步发展”。 （通讯员 谢玉洁）

残疾女子走稳创业路

一幅生态宜居、民风淳朴的高品质生活新画卷正在茶岭镇徐徐展开。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曹晓春 摄

茶岭镇今年因地制宜发展紫薯种植960余亩，形成规模化种植，提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效益。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曹晓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