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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走进宿松县河塌乡，映入眼
帘的是河流水质清澈、村庄干净
整洁，犹如一幅清新的山水画卷，
令人心旷神怡。今年以来，河塌
乡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
以农村垃圾和污水治理、村容村
貌提升为主攻方向，统筹整合各
方资源，强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乡村越来越美，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旱厕“退休”了
农户用上水冲厕所

“拆掉？不行！还要用来浇
菜呢！”刚开始，河塌乡兴岭村村
民陈长峰站在自家露天旱厕边
上，想都没想，一口回绝了上门劝
说他改厕的村两委工作人员。

村党总支书记潘善水说，
兴岭村属于丘陵区，一直延续
着用粪水浇地的老习惯，少数
村民家中院子里还保留着这种
老式厕所。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厕是
“细胞工程”，是一项重要工作。
村两委工作人员多次登门劝说，
陈长峰终于签下了同意书，建造
水冲式厕所。如今，陈家的小院
变了模样，院门口是菜地，角落里
的旱厕填上了，腾出的地方圈养
了几只鸡，鸡粪用来沤制肥料。

在新页村，70岁的村民陈道
松正张罗着把原来的扁担、铁
桶、粪勺收起来。“今后再也用
不着挑粪浇地了，夏天挨熏、冬
天挨摔。”陈道松一边感慨，一
边让儿子给自己拍了张挑着扁担
的照片，留作纪念。

陈道松的新楼房里，卫生
间，墙壁、地面都铺了白色的瓷
砖，水冲马桶、热水器等一应俱
全。“现在跟城里人一样用上了
水冲厕所，这些扁担都‘退休’
喽！屋里屋外，干干净净，住着

舒坦！”陈道松说。
卫生厕所的好处是将处理后

的污水用于灌溉农田、林地，实现
了资源化利用和污水就地处理。”
新页村党总支书记张国荣说。

在河塌乡，随着各村改厕工
作的稳步推进，庭院干净了，空气
清新了，村庄更美了。

环境整治让村庄变美
发展产业促村民增收

“村里美了，心里更爽快！”
走进四利村，蜿蜒入户的道路干
净整洁，两旁绿树成荫。村民司
广美高兴地说：“土坯房都拆
了，年久失修的老宅换成了崭新
楼宇，村庄美得像一幅画，大家
心气十足，都想着怎么把日子过
得更好！”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完善了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乡村
面貌焕然一新，营商环境随之也
越来越好。河塌乡乡村振兴办主
任何琼胜介绍，农村基础设施和
社会服务逐步完善，生产生活环
境好了，返乡创业的人越来越多，
年轻人愿意留下，外面的人才也
能吸引过来。另一方面，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提升了农村营商环
境，为吸引人才、资金和资源，促
进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
发挥极大的作用。

兴岭村是宿松县第一个将土
地整村流转的村，土地集中经营
有利于耕作条件的统一改善，有
利于乡村产业的统筹谋划。在基
本农田，兴岭村发展优质粮油产
业；在一般耕地，发展蓝莓、菊
花、艾草等特色产业，因地制

宜，优化结构，提升效益，产业
逐步兴旺起来，每一块田地都是
一道美丽风景。

村民潘的姣家有3.02亩田，流
转给村兴聚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后，村合作社再租给种粮大户。

“每亩租金250元，股份分红预计
每亩40元，今年已给种粮大户做
工 96 个，每个工 130 元。”潘的姣
说，这比自己耕种好得多，不仅收
入高了，而且省心省事。

兴岭村党总支书记潘善水
说，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5
万元，旺季时每天有一两百人来
村里游玩。今年仅紧邻集镇的两
个村民小组就投资70多万元用于
环境整治，还将建设公厕、广场，
安装路灯。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
善，给兴岭村注入了进一步发展
的动力。

建立管护长效机制
让村庄长久靓丽

河塌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由于地域
广，各村发展不均衡，还存在
资金投入缺口较大、群众动员
不够充分、管护长效机制不健
全等问题。

何琼胜表示，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整治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构建长效管护机制，
让人居环境越来越好。目前，各
个村根据自身实际，因地制宜，
建立管护机制。

新页村宗桥村民小组有 380
多人，是村里最大的一个小组。
每周村里的干部都来到这里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垃圾分类宣
传，帮助村民清理卫生。

哪是易腐垃圾，哪算其他
垃圾？过去，村民谁也没有概
念，经过村干部的科普宣传，大
家都一清二楚。“菜叶子属于易
腐垃圾，旧电线属于其他垃圾，
再也不会搞错了。”垃圾分类实
施以前，村民陈长康的家门口经
常堆着许多杂物，如今他不仅学
会了垃圾分类，还常常主动宣传
环保知识。

“滴——”一辆环卫清运车
停在陈长康家门口，保洁员对门
口两个贴着不同标签的垃圾桶扫
码、称重、收集，相应的信息和
积分落到各家垃圾分类账户。

在一些村组，经过广泛宣传
发动，各个方面的力量都调动起
来，形成了维护乡村环境的合力。

“我们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健
全群众参与机制。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是个长期工程，不是短期行
为，必须要有长效机制，要久久为
功。”四利村党总支书记陈留国说。

通讯员 司舜 梅明

集中整治 长效管护

人居环境整治让乡村靓起来
本报讯 我市推进耕地保护田长制，助力

农业高质量发展。率先推进。出台《推行耕地
保护“田长制”实施方案》，建立市县乡村四级田
长制责任体系，落实田长承担严格国土空间规
划管控、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耕地

“非粮化”、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耕地质量
提升、建立数字化网格化监管体系、严格耕地保
护监管等8项主要任务，形成“横到边、纵到底，
网格化、全覆盖”的耕地保护监管格局，实现“田
长到人，责任到地”。同步推进。完善耕地保护
考核机制，将“田长制”纳入市对县目标管理
争先进位绩效考核。截至目前，7个县（市、区）
及2个开发区启动相关工作。协同推进。加快
推进补充耕地工作，因地制宜实施“旱改水”提
质改造工程。运用耕地卫片监管、卫片执法检
查等手段，对乱占耕地从事非农建设及时预警，
构建“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的常态化监管机
制，加大耕地保护执法力度，严肃查处各类违法
占用耕地建设行为。 （资规）

我市推进耕地保护田长制
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望江县强化举措激发经济发展新
活力。聚焦科技创新。加大实体经济扶持力
度，推动企业科技创新，深入推进“四送一服”双
千工程，常态化开展经济调度。1—9月，新增规
模工业企业17家、高新技术企业6家、市级专精
特新企业6户。推进双招双引。截至9月末，利
用省外资金57.95亿元，引入亿元以上项目30
个，新开工项目25个，入统项目22个，入规项目
6个。强化项目建设。坚持“项目为王”理念，申
报入库项目91个、总投资102.89亿元，谋划新增
省重大项目25个、总投资292亿元，47个亿元以
上项目完成投资58.02亿元。 （望江）

望江县强化举措
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

本报讯 11月8日，桐城市法院法官前往
桐城二中，专题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这是该院法官今年以来第四
次进校园上第六场“普法大课”。

“普法大课”问答互动现场，学生笪梦齐
说：“今天的法制讲座，让我懂得了许多法律
知识。我知道了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不
可以做。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要做一
名遵纪守法的好少年，同时学会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桐城市法院持续开展普法进校
园活动，同时针对青少年群体的个性特点，
采取多种形式，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
律知识。 （通讯员 程邦民）

桐城市法院：
开展普法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市审计局发挥自身职能促进乡村
产业发展。加强惠农政策审计。聚焦惠农政策
落实，关注惠农补贴等是否落到实处，揭示部分
产业项目未达预定目标、产业奖补资金多发等
问题。紧盯产业项目特别是畜牧类项目实施过
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排放等问题，避免因追求产
业效益造成农村环境污染，推进乡村产业可持
续发展。强化资源环境审计。以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着力点，关注其任期
内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开发、管理和
使用等，督促履行资源环境保护责任，强化资
源环境管理举措。目前已完成5个县（市）、46
个乡镇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
审计。推进经济责任审计。印发《村居主要负
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暂行办法》，加大对村居负责
人经济责任审计力度，促进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和管理效率。截至目前，完成审计项目364个，
涉及被审计对象552人。 （审计）

市审计局发挥自身职能
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本报讯 “时间安排得好紧，刚做完试题就
到点了。”“题目出得有水平！”大练兵结束时，参赛
干警你一言我一语，围绕答题情况相互讨论切磋。

11月9日，岳西县检察院组织开展“岗位大练
兵”竞赛活动，来自各个部门的28名干警参加竞
赛。竞赛内容涉及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

“四大检察”业务和综合行政业务，重点考查干警
实际办案能力水平和写作基本功等，并实行闭卷
考试。通过三个小时的实战演练，评选出本年度
该院“业务尖子”5人。 （通讯员 张从高）

岳西县检察院：
开展岗位大练兵本报讯 初冬时节，岳西县大山

里早晚已十分寒冷，但来榜镇羊河村
燕屋组许多人仍在忙碌着。他们加
班加点，为了提升这里的农田质量，
为了这里的农民来年多打粮忙活着。

“县里、镇里的工作组在制定项
目初步设计方案时，就邀请我们参
与讨论，并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和意
见。我觉得这个项目很实用，改造
后，这一片400多亩农田都受益。”11
月 10日一大早，作为村民代表的燕
屋组组长朱显志就赶到了高标准农

田建设现场，监督查看施工情况。
施工现场，3台挖机紧张施工，一

片繁忙，机器的轰鸣声在大山中回响。
现场施工和监理人员介绍，所

有项目统筹考虑到了农业、水利、土
地、林业、道路等各方面的影响因
素，重点围绕农田土地生产能力、灌
排能力、田间道路通行运输能力、农
田防护与生态环境、机械化水平、科
技应用水平等内容建设。

据来榜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为确保该项民生工程高效推进，镇

政府专门成立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超前谋划，在去年12月
份就完成了规划编制，目前施工进
度已经比原计划超前了不少。

“今年，我们岳西县计划投资
4050万元建设高标准农田1.8万亩，
3个乡镇分4个项目共设6个标段，
分别由6个中标单位实施，涉及11个
行政村，力争在明年汛期到来之前
全面完工。”岳西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王辉介绍，截至11月初，所有工程
全部开工，半数项目已完成工程量

的60%以上，三分之一的项目已完
成主体工程建设。

在制定高标准农田规划设计方
案时，岳西县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几
上几下科学论证，确保了项目实施
的可行性、科学性、前瞻性。同时，
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按照《高标
准农田建设通则》，坚持“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夯实粮食安全基础，科学有序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岳

西县农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
定期会商机制，加强协调推进、巡察
督导及舆论宣传，锚紧压实县直14
个成员单位及乡（镇）、村、组各级责
任，保障项目建设质量和进度，形成
人人支持项目建设，个个关心建设
成效的浓厚氛围。同时，该县农田
建设服务中心坚持“每天一碰头，每
周一例会，每月一调度”工作机制，
实行挂图作战，有序推进。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
员 殷江林）

岳西高标准农田建设忙

冬闲变冬忙 来年多打粮

本报讯 “铺这个薄膜有几大
好处，第一保持肥料，第二不让杂
草丛生，第三还能有效保湿……”
11月10日下午，在怀宁县茶岭镇先
锋村蛇形组新开辟的蓝莓基地，专
业农技人员程欣正在现场手把手地
向村民传授蓝莓地膜覆盖技术。

今年 7 月，先锋村新开辟了
200 多亩土地，9 月份进行了平
整。从10月至今，这200多亩新开
辟的蓝莓基地都在进行蓝莓栽
种、覆盖地膜，蛇形、大塥、芦
塘3个村民组同步推进，由一家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组织实施，
蓝莓栽种和覆盖地膜工作预计 11
月中下旬结束。

近年来，茶岭镇将蓝莓产业作
为镇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与农
业公司深度合作，积极引进蓝莓优
良品种，高位推进标准化种植。该
镇大力发展蓝莓产业，让小蓝莓美
了乡村、富了村民。

与此同时，茶岭镇积极探索蓝
莓产业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路
径，通过村集体参股经营、资产租

赁经营、抱团发展等多种模式，变
资源为资产、资金为股金、农民为
股东，让昔日的荒山变成村民增收
的“聚宝盆”。

这新开辟的 200 多亩蓝莓基
地，先锋村集体占股20%。发展蓝
莓产业，让先锋村200多名村民实
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每年还能给村
集体带来15万元的经济收入。

随着该镇蓝莓种植规模的扩
大、品质的提升，茶岭镇将结合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小城镇发展和美
丽乡村建设，运用“旅游+”“生
态+”等新产业新业态模式，推动
蓝莓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先锋村党支部书记储德喜说：
“我们三期栽种的蓝莓是在过去
一、二期的基础上进一步培优培强
的高品质品种，这个蓝莓品种好、
口感好、产量高、花青素高。三期
新的基地以‘工业 （管理） 模式’
来打造蓝莓产业，打造旅游观光绿
色长廊经果林，真正让老百姓从中
得到实惠。”

数年之间，先锋村蓝莓基地面

积从80多亩发展到700多亩。从全
镇来看，茶岭镇的蓝莓产业也由过
去的400亩发展到1500多亩，并力

争到2025年发展到4000亩，实现
“一业兴带动多业兴”的产业融合
发展格局，让“小浆果”成为富民

强村的大产业。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朱能干 操晓春）

小蓝莓美了乡村富了村民

宿松县河塌乡组织人员利用割草机清除交通主干道旁荆棘杂草。 通讯员 孙春旺 摄

专业农技人员向茶岭镇先锋村村民传授蓝莓地膜覆盖技术。 通讯员 朱能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