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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连日来，怀宁县黄墩
镇纪委对辖区内的企业安全生产大
检查开展情况、隐患问题整改治理
情况和保障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
查。推进安全生产工作有效开展，
在全镇营造安全生产风清气正的工
作环境。

黄墩镇纪委检查组深入加油站、
超市、建筑工地施工现场，详细询问
单位负责人有关问题，一一检查物

资、消防设施配备、安全责任落实等
情况，要求单位负责人拧紧“安全
阀”，守好“责任田”，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制定极端情况下的应急处置预
案，确保安全生产。同时，紧盯安全生
产重点领域、重点对象、重点环节，深
入细致督查，对不认真履职的加强监
督执纪问责，织密安全生产监督网，
为全镇安全生产工作提供坚强的政
治保障。 （通讯员 汪进军）

黄墩镇织密安全生产监督网

本报讯 11 月 7日，桐城市龙眠
街道村干姚超接到燕窝组村民电话反
映，家中屋檐下有两处蜂窝，严重影响
家庭生活，希望村里出面给与解决。

接到电话后，村两委和工作队迅
速联系消防人员，放弃休息日，在消
防同志的帮助下，端掉了安全隐患。
村民王付桂老人激动地说，“感谢村
干部、驻村工作队和消防同志，放弃

周末，帮助老百姓解决了这个隐患，
再也不用担心被马蜂蜇了。”

下午，山区突然出现8级大风，部分
山区风力达到10级。龙眠街道黄燕村两
委、驻村工作队积极排查受灾情况，经排
查共有8户村民屋顶受灾严重，村委积
极向街道领导和保险公司对接，争取
受灾补偿资金，把村民受灾程度降到
最低。（通讯员 夏国峰 胡许建）

有求必应解民忧

本报讯 日前，岳西县人民法院
专项部署打击防范虚假诉讼行动。

虚假诉讼行为损害他人合法权
益，破坏社会诚信，甚至损害司法的公
平、公正和公信。岳西县人民法院大力
推进开展虚假诉讼专项整治活动，层
层压实责任，细化工作方案。积极宣传
引导，营造氛围。利用网站、微信公众
号、微博等新媒体发布惩处虚假诉讼
典型案例，普及相关知识，提高公众警

惕性和识别度，引导当事人依法诚信诉
讼。通过全面排查，重点整治。对案件开
展“回头看”，梳理底数，建立台账，开
展自查摸排整改，实现全链条、全方位
打击。开展细致甄别，源头治理，加强
对案件的甄别评估，综合判断，发现诉
讼苗头及时审查处理。做好案件排
查、案件甄别、案件整治工作，确保专
项整治活动取得实效，减少虚假诉讼
案件的发生。 （通讯员 严桐）

专项部署打击防范虚假诉讼
连日来，在怀宁县雷埠乡雷埠村

一块荒地上，挖掘机在正在进行表土
剥离。

雷埠乡争取旱地改造水田项目资
金193万元，对210亩废弃多年的荒地
进行改造，新建泵站 2 座，新建沟渠
1.2公里，取土23万方，改造后，每年
可新增粮食近 20 万公斤，农民每年每
亩获得400元租金。

通讯员 檀志扬 蒋善模 摄

荒地变良田

本报讯 连日来，怀宁县金拱镇
多措并举，扎实开展民生工程宣传月
活动，全力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
民生”的社会氛围，。

金拱镇通过在村 （社区） 宣传
栏张贴宣传画、在人流密集处拉宣
传横幅、组织安排免费发放宣传册
与宣传品，以及微信群、QQ群、镇
微信公众号等，线上线下同步开展
宣传，做到宣传民生工程无死角，
与群众全方位交流、解答群众关切
的热点问题，扩大受众面、提升知
晓度，推进各项民生工程项目。结

合乡村振兴、疫情防控、人居环境
整治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点工
作，下村入户，大力开展宣传，做
到专题专讲、精准宣传。累计发布
网络信息 20 余条、张贴宣传画 12
处、拉横幅 12 处、发放宣传品 400
余份、接待群众咨询200余人次。

同时，对已完成和正在开展的民
生工程项目，实时关注跟进，并积极
征集群众反馈意见，对照意见整改落
实，真正做到解民忧、惠民生，增强群
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通讯员 汪倩倩 江涛）

金拱镇积极开展民生工程宣传

本报讯 “感谢全村党员群众几十
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感谢与我并
肩作战的‘两委’同事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希望全体党员群众放心，我将一如既往支
持新班子工作，继续发挥余热……”11月4
日，太湖县江塘乡大塘村党总支部委员会
换届选举大会现场，在村任职31年的老书
记汪玉平把手里的接力棒交给了新人。

为切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
工作，江塘乡加强党的领导，压实主体
责任，成立乡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领
导小组，乡党委书记任组长，下设“一办
四组”，即领导小组办公室、业务指导
组、宣传组、风气监督组、应急处置协调
组。严把政策要求，制作下发村党组织
换届选举流程图，明确换届的程序步骤
和重点任务，制定民主推荐、候选人产
生及公示、组织选举等10余种参考范

本，确保换届工作规范有序。强化督促
指导，成立3个督导组，分3个片区，围
绕26项重点任务，开展“常态化+问诊
式”督导，以严督实导促责任落实、工作
落实。邀请县委组织部现场观摩指导大
塘村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该乡强化宣传引导，采取入户走访
“说”、村村大喇叭“讲”、宣传条幅“看”、微
信公众号“宣”、朋友圈微信群“转”“五位
一体”宣传模式，广泛宣传换届政策要
求，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严把资格
条件，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突出“双好
双强”，对照资格条件和“十不选”负面清
单，逐人“过筛子”，坚决把不符合条件的
人员挡在“门外”。严肃选风选纪，始终保
持整治不正之风的高压态势，制作24块
展板，发放1500余份提醒函，签订1500
余份承诺书，强化换届纪律警示教育。

提早动手谋划，下好“先手棋”，开
展“入户大走访、选情大研判”，乡党政
主要负责人带头，蹲村干部全员参与，
全面走访党员群众，掌握了解村情民
意。逐村研判选情，与村“两委”深入开
展谈心谈话，因村制定“一村一策”，建
立专项台账，进行分类指导，动态调整
重难点村。逐村开展村财务清理和班子
成员任期离任审计工作，重点审计“三
资”管理和村重要事务、重点工程、重大
支出等项目，以及党员群众反映集中、
强烈要求审计的其他内容。审计结果公
开，接受党员群众监督。

“截至11月4日，我乡11个村党组织
顺利完成换届工作，选举产生新一届班
子成员39名。”江塘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李宗青说，此次村（社区）“两委”换届整
个过程严谨规范、平稳有序、风清气正。

班子功能全面增强，多种途径引才用才，
一大批致富能手、外出务工能人、退役军
人等本土人才进入村党组织班子。实现
了由“硬选人”向“选硬人”、“配班子”向

“强功能”两个转变。通过此次村（社区）
“两委”换届，江塘乡大专以上学历的村
党组织书记占比63.6%，比换届前提高
18.2个百分点；村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
42.4岁，较换届前下降8.7岁，其中35岁
以下村党组织书记4人，占比36.4%。队
伍结构全面优化，村党组织班子成员年
龄普遍下降，平均年龄40.2岁，较换届前
下降12.0岁；学历明显提升，大专及以上
学历27人，占比69.2%，较换届前提升
19.2个百分点；妇女成员比例上升，女性
占比30.8%，较换届前提高了15.9个百分
点，其中村党组织书记女性2人，占比
18.2%。 （通讯员 宋韦庆 章舸）

平均年龄下降 学历明显提升

江塘乡选出“领头雁”配强“当家人”

11月9日，怀宁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联合洪铺镇、江镇镇在洪铺镇举行长
江退捕渔民专场招聘会，组织了怀宁经济开发区4家企业和当地6家企业，将400个
岗位送到家门口，供退捕渔民和当地群众选择。 通讯员 胡浩 陈本涛 摄

走进望江县太慈镇郭河村省级美
丽乡村建设中心村莲花塘，鸟语花香伴
着泥土的芬芳，绿荫环绕着错落有致的
农家庭院,一幅秀美乡村画卷映入眼帘。

莲花塘大屋场位于郭河村中心位置，
由上屋、下屋两个村民组组成，总人口110
户、512人。以前，屋场内房屋建造杂乱无
序、破旧拥挤，畜禽散养，污水横流，道路
泥泞，村民思想因循守旧，基础设施十分
薄弱，文明建设相对滞后，是太慈镇乃至
望江县“脏乱差”最为“有名”的村庄。今年
以来，太慈镇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契
机，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以全村
环境最差的莲花塘为突破口，辐射带动村
容村貌提升，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

“三步走”提升建设品质

郭河村党总支部一班人多次到莲花
塘举办乡村振兴大讲堂，宣传造势，听取

群众意见建议，凝聚共识，推选成立了5
人制屋场理事会和10人制监事会，负责
美丽乡村建设动员和协调。组织村“两
委”、村民组长、党小组长等“走出去”观摩
学习，取经问道，激发大家建设美丽家园
的行动自觉。随后提出“三步走”方案：第一
步将屋场内最大的危房徐氏宗祠原址拆除
重建，并以此为中心布局规划；第二步是全
面清除残垣断壁、塌房烂院、废弃圈舍、旱
厕等无功能建筑物，拓展提升空间；第三
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乡土文化为底
色，以文化人，成风化俗，提升美丽乡村建
设品质。并围绕目标任务，分步骤、分阶
段，详实绘制了“路线图”，明确了“时间表”。

“全域化”打造新乡村

莲花塘总占地面积246亩，地形地
貌丰富。为此，该村依托原始自然生态，
全地域覆盖、全景化打造，建设功能完

善、活力迸发的新乡村。
莲花塘百余户老百姓积极筹资100

余万元启动了宗祠重建项目。较好的保
持了原有的古典建筑风格。高端气派的
宗祠和周围破陋的居住环境形成了强
烈的视觉反差，更加激发了群众治理环
境的决心。理事会趁热打铁，按照交通、
水面、山林的空间布局和地形地貌“量
体裁衣”，将屋场入口处阻碍交通的几
处荒山、荒坡全部铲平，仅中间位置一
处小山包精心设计建立地理坐标。建成
了20余亩草坪产业基地，100余间危旧
房屋陆续拆除，空旷的休闲娱乐广场、
村民活动中心、公厕、凉亭、停车场、污
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相继建成。

“内在美”传承新风尚

美丽乡村不仅需要环境整洁“外在
美”，更加需要文明尚德“内在美”。郭河

村坚持把群众思想道德的“里子”和村
容村貌的“面子”同步推进，铸造景美、
村美、人美、生活美的幸福乡村。中心村
建设中，郭河村党总支部将文化贯穿始
终，提倡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传承
崇德向善、生活文明、家庭和睦、邻里融
洽的家风、民风、乡风。屋场理事会把建
起来的文化广场，融合农村喜闻乐见的
文娱活动、惠民利民的政策宣传、文明
实践的服务延伸和群众创造的乡土热
情，让村庄活起来。

如今的莲花塘已然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道路宽阔整洁，家家户户干净
清爽，随处可见的“最美庭院”“清洁文
明户”，一块块工整的小菜园、小花园、
小果园点缀着村庄的多彩，山上古树老
藤，山下荷塘月色，于静谧中增添一份
生机，成为集美丽乡村、产业培植、观光
休闲、历史文化于一体的魅力村庄。

通讯员 田荣 谢静云

全域覆盖 移风易俗

秀美乡村提升群众幸福感

宿松县趾凤乡因势利导，激发动
能，探索出一条“三线”融合的的产
业发展之路。

趾凤乡积极谋划“短、中、长”三线
产业，构建良性产业发展结构。“短线产
业”以发展传统养殖产业为主，采取鼓
励自养、大户带动的方式发展土鸡、黑
猪、山羊、黄牛、龙虾等养殖产业，当年
发展当年见效；“中线产业”以发展油
茶、茶叶、丑橘、软籽石榴、水蜜桃、油
桃、石斛、香榧等高回报产业为主，采取
龙头带动、村级合作经济组织领办的方
式，发展效益比较高，市场竞争力强的
特色农业；“长线产业”以发展旅游业为
主，依托国家4A景区白崖寨风景区，培
育和创新“旅游+健康”“旅游+休闲农业”

“旅游+电商”等一批旅游新业态，发展农
家乐、民宿等旅游配套服务业，利用好
地热资源，开发温泉度假基地；同时
探索开展红色文化传承与休闲农业、
生态观光游、养生度假的有机结合，
初步实现旅游产业化。

趾凤村山清水秀，有4A级景区白
崖寨、百年徽派建筑养英山庄，发展
旅游休闲观光业得天独厚。该村委托
帮扶单位省建工集团编制产业发展规
划，结合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
基础和群众意愿，将休闲农业作为主
导产业。承接白崖寨风景区辐射，趾
凤村努力做强食、住、游、购产业
链。在食、住方面，大力发展民宿和
农家乐，推行标准化建设，统一户型

要求、统一装修设计、统一组织施
工、统一组织验收、统一服务标准，
全村11家民宿、农家乐建成运行。在
游、购方面，大力发展休闲、观光
业，建成50亩的油桃采摘园、60亩的
丑橘采摘园；与种植大户合作，种植
白芨、石斛等中草药120亩。同时采取
互联网+的形式，线下实体店、网上淘
宝店同步运行，拓展本地土特产蘑菇、
生姜、葛粉、干笋销售渠道。

同时，乡党委政府保证服务扶持不
缺位，对发展好的农家乐、名宿根继续
于以奖补，及时解决各类新型农业主体
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用好、
用足各类产业奖补政策，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让广大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趾凤乡还积极培育各类新型农业
主体，推行“四带一自”发展模式，通过
土地租金、用工薪金、管理酬金多渠道
增加群众收入。趾凤村产业园流转71户
土地80亩，户均增收457元；用工 100
人，户均增收640元；聘用两名脱贫户进
行管理，人均增收7000元。白崖寨石斛
合作社流转98户土地120亩，户均增收
480元；用工130人，户均增收738元；聘
用3名脱贫户进行管理，人均增收8000
元。草药经营大户王珍平流转110户土
地110亩，户均增收480元；用工130人，
户均增收738元。11户农家乐、名宿，户
均收入在5万元以上。依托电商平台，带
动60户群众增收5000元以上。

通讯员 司舜

“三线”融合 良性发展

趾凤乡因势利导让群众共享成果

本报讯 11月 8日，桐城市新渡
镇敬老院，护理员陪着74岁的胡月英
在院里晒太阳。

桐城市现有特困供养人员4049
人，其中分散供养特困人员3607人，
失能和半失能特困供养人员399人。
今年以来，桐城市民政局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紧盯特困供养人员“照护难”，实
行“一人一方案”，全面推进特困供养
人员照料服务协议的签订与履行，确
保特困供养人员“平日有人照应、生病
有人看护”，同步提升特困供养人员的

生活质量和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该市民政局通过工作部署，指导

各镇(街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与
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服务人签订三方
照料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和相关
责任，该市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服务协
议和集中供养服务协议签约率100%。
坚持需求导向，鼓励各镇(街道)实事
求是、因地制宜、因人施策，为特困供
养人员提供差别化照料服务，确保为
特困供养人员提供的日常照料、生活
服务等措施落实落细。

（通讯员 孙传银）

因人施策照护特困供养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