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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10月15日，宿松县司法局组织机
关干部开展“巩固脱贫办实事、乡村振兴谋新
篇”为主题的走访帮扶活动。

“叶奶奶，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孩子们在外
工作都挺好的吧。”帮扶责任人分组深入帮扶
对象家中，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情
况、收入来源、子女就业就学等情况，和他们拉
家常、问冷暖、鼓干劲。

“周大哥，这是我们的法律援助宣传折页，
上面摘录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还有我们的
联系方式，您或您的亲朋好友有什么法律方面
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帮扶责任人在走
访过程中，结合本职工作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重点宣传《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积极引导帮扶
对象学法守法用法。 （通讯员 杨香梅）

宿松县司法局：
开展走访帮扶活动

本报讯 今年以来，迎江区司法局积极
对接区民政等部门，在全区范围内相继创建
完成 11个“您有急难愁盼 我来法律援助”示
范点，对全区范围内的养老院（中心）、敬老
院、康复中心等场所做到公共法律服务全覆
盖，对法律援助的范围和方式等进行宣传，
对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热线平台、网络
平台三大平台服务方式进行推介。通过将法
律援助政策和三大法律服务平台送到重点
人群身边，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及时有
效的法律帮助。 （通讯员 何惟荃）

迎江区：完成十一个
法律援助示范点创建工作

10 月初以来，为了让新签约
的两家企业早日入驻，望江县凉
泉乡特色农业加工基地面积达
400平方米的工业辅助用房工地
上，工人们加班加点安装供水供
电等配套设施。近年来，凉泉乡立
足当地资源，大力开展“双招双
引”工作，加快工业和农业项目建
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招双引”
增强发展动力

“别看现在还是荒地，将来这
里要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水上
乐园，到时候来我们村游玩的人
一定会越来越多。”凉泉乡凉泉村
村民陈艳东说，“孩子们总说放假
回家只能待在家里玩玩手机，现
在好了，我告诉他们家旁边要建
一个发展旅游的训练基地，原先
的荒山已经在进行土地平整了，
他们都很期待。”

陈艳东说的训练基地是凉泉
乡今年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项目，项目总投资1.98亿
元，流转凉泉乡凉泉村、湖滨村870
亩土地，基地将配套建设军事训练
中心、康养中心、水上乐园等。

“项目起初建设时，我们何屋
的村民们还是有顾虑的，担心土
地承包出去后时间一长承包费就
太低了，更担心长时间施工进出
屋场不方便。乡里村里和企业负
责人多次来屋场了解大家的想
法，并召开了协商议事会和群众
会专门解答了我们的疑虑。”湖滨
村村民何明桃说，“沟通达成一致
后，项目就开始施工。因为离得
近，我们屋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个
人都在这做工，主要做些搬运清
理的事，每天能挣110块钱。”

在凉泉乡，随着一个个项目相
继落户，山场、荒地成了村民们眼
中的“宝地”。不仅是山场和荒地，
一些因为行业更新换代闲置下来

的厂房和土地也得到开发利用，促
进了经济发展。

“凉泉乡农产品加工基地是
在韩店村废弃窑厂原址建设的，
前后共两期，项目区占地 100 余
亩，总投资1210万元，搭建了标准
化钢构厂房8000平方米，配套建
好了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一来
盘活了闲置土地，让资源发挥最大
价值。二来让企业安心落户，没有
用地和水电的顾虑。三来让农户放
心进厂务工，离家近，乡里招商引
资的企业，大家都信得过。短短半
年时间，基地已经有安徽鑫汇纺织
有限公司、望江县云艾堂艾草加工
厂等两家企业落户，带动了周边50
多户村民务工。”凉泉乡政府相关
科室负责人汪结伟说道。

韩店村村民徐绍平说：“我在
浙江打了几年工，一直都在纺织
机械流水线上干活。回家上班我
有技术和经验，还省去了交房租、

买盒饭的费用，挣的钱更多。”在
鑫汇纺织生产车间里，轧花机机
声隆隆，徐绍平站在机器旁，仔细
察看仪表上的各项数值，自鑫汇
纺织投产以来他就在车间工作。

“今年的‘双招双引’工作中，
我们立足为项目早落地、为企业
解难题、为百姓谋福利，最大程度
保障企业和群众双方利益，盘活
现有的闲置土地和厂房，让有发
展前景、有市场活力的企业尽快
进驻，带动群众就业和分红。目
前，已签约落户的企业共8家，协
议投资额4.75亿元，通过用工和土
地流转受益群众1300余人。”凉泉
乡经发办主任汪军明介绍。

“农旅融合”
促农增收致富

“太阳组就在太阳山脚下，离
县城近，屋场的村民到县里务工

和外出打工的多，一度导致村里
土地荒了许多，我们看着就心
疼。”如今，凉泉村干部罗群说的
荒地栽上了一排排红梨树、桃树，
有的成了葡萄和茶叶种植基地。
春秋季节，茶园旁的炒茶机一转
动，散发阵阵茶叶清香。

“2016年开始，投资5000万元
的集种植、加工、销售、旅游为一
体的融园建起来，太阳组真是大
变样了。”罗群说道。

融园是安徽古耕源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在凉泉建设的农产
品原料种植园区。“太阳山虽不算
高，但树丛茂密，园区依山而建，
种植水果的光照和土壤条件好，
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园区负责人
丁鹏介绍，“春天桃花开的时候，
乡里牵头组织了桃花赏游节，市
里、县里好几家摄影协会来融园
取景拍摄。等到初夏桃子成熟了，
县城周边居民驾车过来采摘的、

联系我采购的都有。我们还策划
了‘认养一棵桃树’活动，支付基
础的费用，当年这棵树上结出的
桃子归认养人所有，反响很好！”

古耕源公司不仅在“桃”上有
建树，园区内种植的红梨则是其
生产酵素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在
离融园车程仅5分钟的凉泉集镇
上酵素加工基地，两条高标准酵
素罐装线和12个发酵灌已投产，
授权代加工的酵素护肤品已面
向实体店和电商销售，年销售额
达350万元。

“孩子们都不在家，我们年纪
大了，没有种地，就把土地流转给
融园了。平常园里有些平整土地、
除草、采茶的事要请小工，都会照
顾我们周边的老百姓，一个月最
少能挣到一两千块钱。”凉泉村村
民罗克昌说道。

古耕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自成立以来，采取“公司+农户+基地”
发展模式，带动了就业、土地流转和
交通运输，周边400余户农户从中
受益，户均年收入增加3000元。

“走种旅一体、农业加工的路
子，对于企业来说前期投入大、产
出周期长，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离不
开乡里对我们园区内的道路硬化、
引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
支持。”公司董事长龙武说道。

在凉泉乡，依托乡村资源打
造“三产融合”复合园区的企业除
融园外，还有在岚杆湖边实行种
植养殖一体化发展的凉泉乡现代
农业园，依祈雨山而建的梦江南
农业园等7家农业复合园区。“我
们支持和鼓励农业企业像古耕源
公司打造融园一样，通过产业融
合提质增效，在山场和土地上

‘耕’出一片新天地，让景更美、物
更丰、群众和企业的钱袋子更满，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
意度。”凉泉乡分管农业负责人、
政法委员李平说道。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唐璐

望江县凉泉乡盘活乡村资源，打造特色产业

项目建设加速度 经济发展高质量
本报讯 潜山市聚焦“强美富”推动“三农”高

质量发展。农业强。打造茶叶、瓜蒌等6大农特产
业，建成高标准农田31.3万亩，粮食总产稳定在21
万吨以上。壮大农业载体，培育省级以上龙头企业
1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2家、家庭农场35家，入选
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省数字乡村创建名
单。农村美。推行“特色联动、试点示范”，开展“四
宜”村镇试点工作，推进建设项目33个。环潜水
河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获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5000万元支持，建成美丽乡村中心村主体工程11
个、中心村污水处理设施7个，完成农村改厕3956
户。农民富。依托特色农业，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推
广“公司+农户”模式，流转山场1.5万亩、年租金
收益超15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到基地劳务收
入550万元、人均增收2100元。 （潜山）

潜山市聚焦“强美富”
推动“三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秋风送爽，菱角飘香。
时下，走进地处黄湖、大官湖湖畔的
宿松县下仓镇下仓埠社区，家家户
户在门口切菱角、晒菱角的场景，成
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些菱角肉，都是您用菜刀一
个个切出来的吗？”在下仓埠社区，
年过七旬的胡树黄老人切菱角的动
作十分娴熟，左手将菱角按在砧板
上，右手拿起菜刀在菱角的一侧切
开一个口子，然后把菱角捏在手里，
用手指将口子掰开，掏出里面洁白
的肉，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老人说，采摘菱角在下仓镇有
着悠久的历史，至今这里民间仍流传
着一句“七菱八落”的谚语，意思是农

历七月是采摘菱角的最佳时机，到农
历八月，菱角因熟透了就会自然掉落
到水底，所以每年农历七月，当地居
民都会抓住白天时间，把大量的新鲜
菱角采摘到家里，然后利用晚上时
间，通过手工去壳将菱角里面的肉取
出来，放进冰箱储存，随时对外销售。
为防止采摘的新鲜菱角因来不及去
壳而影响肉的品质，当地居民就将一
时去不了壳的新鲜菱角放在太阳下
晒干保存，然后有时间再去壳。现在,
他的家里，储存了近千斤晒干的菱
角；只要有空，他和老伴就会利用菜
刀给菱角去壳。在下仓埠，只要是成
年人，个个都会切菱角；他平均每天
都能取出20斤菱角肉。菱角肉在市

场上一斤15元，通过卖菱角肉，2020
年他家增收1.2万元。

下仓埠社区党总支书记钱祥武
介绍，菱角分为红菱角和青菱角两
种。在黄湖、大官湖的湖汊，生长着数
万亩青菱角，青菱角呈青色，通常长
有两个角，所以又名两角菱，它的肉
鲜嫩爽口，煮熟后肉质雪白如玉，香
甜细腻，是下仓镇最上乘的一道传统
美食；生长在水里的菱角茎，也可以
做菜，用新鲜辣椒干炒菱角茎味道十
分鲜美，可以说菱角浑身都是宝。以
前，受地理位置偏远、经营方式落后
等因素制约，菱角这道“养在深闺人
未识”的“美食”始终走不出下仓。把
菱角这个天然、绿色的宝贝，变成强

村富民的支柱产业，是下仓埠居民的
共同心声。2016年，下仓埠社区在镇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力发展电
商产业，下仓菱角肉打开了外面的市
场，搬上了城市餐桌，也为下仓埠居
民找到了一条绿色发展的致富之路。

近年来，下仓镇在大力发展电
商产业带动菱角产业发展的同时，
加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村
旅游业，以旅游业拓宽菱角产品的
销售市场。目前，S248许岭至下仓段
公路已修通并通车；正在建设的长
7.5公里的黄湖大桥，预计今年12月
份通车；该大桥通车后，下仓镇与华
阳河农场间交通将由原来的50分
钟车程，缩短为15分钟车程。

“现在，下仓菱角的品质越来越
好了，又大又甜又嫩。”钱祥武表示，
近年来，得益于“生态河湖、美丽河
湖”建设，水质变好，给下仓菱角的
生长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菱角肉在
市场上更受顾客青睐了。

今年国庆假期，慕名到下仓镇品
尝菱角美味的游客络绎不绝，清炒菱
角、菱角烧肉、菱角煲粥、菱角茎炒辣
椒等成了当地各个餐馆的“热门菜”。
如今，在下仓镇由菱角兴起的电商业、
餐饮业和旅游业蓬勃发展，并形成一
条产业链。2020年，全镇共出产菱角肉
14万斤，创产值210万元，当地一大批
农户通过发展“菱角产业”增收致富。

（通讯员 孙春旺 罗丹）

下仓镇：小菱角 大产业

望江县凉泉乡融园茶叶种植基地。 通讯员 丁鹏 摄

本报讯 10月13日下午，大观区海口镇妇
联、卫生院与爱心企业鑫火家庭农场、天健家
庭农场负责人一行，到海口镇敬老院开展情暖
重阳敬老慰问活动。

敬老院的86位五保老人围坐在食堂大厅
内，一起品尝家庭农场给他们送来的苹果、蛋
糕、牛奶等美食，现场笑语连连。随后，海口卫
生院医护人员为老人们量血压、测血糖、听心
率，进行健康体检和免费义诊，祝愿敬老院老
人幸福安康。（通讯员 汪小凤 齐双根）

海口镇：开展情暖重阳
敬老慰问活动

今年的10 月 10日是第 30 个“世界精神卫

生日”，主题是“青春之心灵 青春之少年 做自

己的光”。近日，市六院聚焦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围绕“世界精神卫生日”开展一系列关注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活动系列活动。

9月26至27日，市六院防控科组织院内专

家到望江县凉泉乡进行严重精神障碍疑似病

例筛查诊断及复核诊断，现场对精神障碍的患

者进行了健康体检、健康宣教、疗效评估、心理

干预和政策咨询。同时开展精神残疾、智力残

疾鉴定工作，在鉴定的基础上由现场专家提出

治疗方案，开具用药处方。本次筛查诊断在整

个乡镇进行摸底，共排查了70名疑似精神障碍

患者。

9月30日下午，市六院第七病区举办“儿

少心理健康小讲座”，邀请全院关注儿少心理

健康的职工参加交流。活动现场，主治医师杨

平乐为大家介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成因及预

防治疗措施，主治医师陈亚琛讲解了青少年抑

郁情绪早期识别及处理，护师张梦倩则教大家

如何应对孩子磨蹭和拖拉。最后，科主任洪志

武就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热点问题结合临床

实践传授经验。

10月8日，市六院在门诊七楼举办儿少心

理健康沙龙会。会上，医务科副主任方薇阐述

了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及热点现象，科主

任孙超及潘琦结合临床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和

大家交流讨论。市六院第七病区作为儿童青

少年心理亚专科，成立“蜘蛛侠”儿少心理救援

小分队，多次深入学校及各单位，为儿童青少

年及其家长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并向全

社会公布儿少心理援助热线（0556-5201198），

为儿童青少年提供科学、专业、多样化的咨询

及诊疗服务。

10月9日中午，应安庆市第一中学、安庆

市心理健康中心邀请，市六院行政第二支部组

织医师前往市一中开展精神心理卫生知识宣

讲活动。活动围绕2021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主

题“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拉开序幕，通过

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解答学生们的

疑惑等方式宣传精神卫生心理知识。通过系

列活动，让学子们真正感受到社会各界对他们

的接纳、关注和支持，帮助学生们正确认识精

神心理疾病，较好地处理自己情绪问题，有效

地提高了学生们的心理健康素养。

10月11日，该院医务科在院内开展义诊，

为前来咨询的青少年及家长有效普及了精神

心理卫生知识。医务科科长杨善杰对家长及

青少年开展情绪评估和心理健康知识宣教，

并向公众宣传心身健康的理念，对帮助青少

年及家长掌握心理健康相关知识，正确认识、

处理碰到的情绪问题，提升心理调适能力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此次义诊共接诊儿童青少

年十余人。

此外，该院各个病区均开展了一系列的

主题宣传活动，将金秋十月打造成精神卫生

月，吸引社会广泛关注，引导公众重视儿童

青少年心理健康，减少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

视与偏见，持续营造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和精神障碍患者康复回归的良好社会

氛围。

（通讯员 陈亚琛 胡丽珍 孙淑芳）

“青春之心灵 青春之少年”
——市六院举办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活动

市六院行政第二支部在一中校园开展精神心理卫生知识宣讲活动。通讯员 严雪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