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岳西县头陀镇第
二届茭白文化旅游节暨农民
丰收运动会举行。此次活动
全面展示了该镇脱贫攻坚成
果，助力乡村振兴，激励全
镇 上 下 团 结 协 作 、 勤 劳 奋
进、顽强拼搏，也充分展示
头陀镇农村新面貌和农民的
新形象。

通讯员 吴传攀 储翔 摄

第二届茭白文化
旅游节头陀举行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闭幕
后，岳西县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省党
代会精神热潮。各参会党代表深入
基层，向党员干部、群众传达学习
党代会精神，部署谋划乡村振兴，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党代会闭幕后，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代表、岳西县主簿镇大歇村党
支部书记汪品峰回到自己工作岗
位，迅速召开会议，向村“两委”
成员，传达省党代会精神，并深入
企业、农户家中，向群众宣讲党代
会精神，并就群众关心的话题与群
众交流，征求大家意见，谋划大歇
村下一步发展。

“省党代会报告指出，发展乡村
旅游康养、乡土特色产业，给我们
景区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下一
步，我们要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
设，带动周边更多群众就业，让他
们真正吃上‘旅游饭’。”岳西县大

歇湾漂流公司负责人柳效勤说。
近年来，大歇村聚力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美丽村、幸福村。大歇村先后被
评为“岳西县先进基层党支部”

“安庆市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示范点”“安庆市 3A 级旅游
景区”“安徽省森林村庄”“安徽
省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安徽省
特色旅游名村”。

“ 安 徽 省 第 十 一 次 党 代 会 报
告，通篇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贯彻
新思想，践行新理念，把握新方
向，体现新作为，是引领安徽未来
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作为一名
基层党代表，我要把党代会精神向
群众、向党员宣传好，学习好，用
党代会精神指引我们大歇村未来发

展。我们将按照大歇的发展规划，
‘一心、二业、三路、四地’，逐步
打造乡村振兴，同时，用党代会
报告精神引领我们乡村建设，推
动‘三变改革’，持续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汪
品峰说。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岳西县
古坊乡上坊村生态护林员汪咏生，在
省党代胜利闭幕后，回到工作岗位，
向身边党员干部、群众宣传党代会精
神，共同探讨下一步乡村振兴中发展
思路。

在岳西县古坊乡会议室，汪咏
生向该乡党员干部宣讲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精神，并结合古坊乡实际，
就如何学习贯彻省党代会精神和大
家讨论。大家认为要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首要的是产业振兴。

“古坊乡位于皖鄂交界，境内山
多地少，现有山场面积4.2万余亩。

我们将深入贯彻安徽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精神，坚定不移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发挥山场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山茶油、红心猕猴桃等特色产
业，让农户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
富，真正实现乡村的产业振兴。”古
坊乡副乡长范勇说。

目前已进入森林防火期，汪咏
生每天要在卡口值班，向周边群众
宣传防火知识。工作间隙，汪咏生
向身边护林员、群众宣讲省党代会
精神，宣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号召大家守护好家园。

“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我要把
党代会精神向身边的党员干部、群
众宣传好。同时，我要立足本职工
作，把家乡的绿水青山守护好。并
且利用合作社平台，带领更多群众
发展优质大米，在乡村振兴中争做
产业发展带头人。”汪咏生说。

通讯员 吴传攀 储翔

岳西县贯彻党代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让绿水青山“颜”“值”齐升
新闻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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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到岳西县中医
院就诊的患者及家属惊喜地发现，
医院内的不锈钢座椅都穿上了“蓝
马甲”，俨然成为一道亮丽的蓝色
风景线。

立冬之后，受冷空气影响，岳
西县大幅度降温，天气变得一天比
一天寒冷。为了让患者在候诊休
息时不再经受“冷板凳”的刺激，岳
西县中医院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初
衷，给门诊大厅及各诊疗候诊区
的不锈钢座椅都穿上了“蓝马
甲”，让宽敞明亮的候诊区增添了
一抹温馨蓝。

“这还真挺舒服的，不然坐着
冻屁股，中医院服务就是贴心!”“是
啊，站累了还有个不冻人的地方歇
歇脚……”候诊区常常听到诸如此
类的闲谈。“即便是医院这个特殊
地方，也要让过往的人群觉得中医
院不是冷漠而是充满温情的地方，
让患者疼痛的身体接受诊疗同时，
也让心灵有满心的慰藉。”岳西县
中医院副院长吴鹏剑如是说。

“蓝马甲”上线，也是岳西县中
医院贯彻“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中，将优质服务落至实处具体举
措之一。（通讯员 储翔 储金芳）

“蓝马甲”上线便民为民

本报讯 自村“两委”换届工作
开展以来，岳西县头陀镇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
委关于村“两委”换届有关文件精
神，多措并举稳步推进村“两委”换
届工作。

村“两委”换届工作启动后，头
陀镇第一时间召开了村“两委”换届
动员部署暨业务培训会议。通过认
真分析研判，合理设置各村“两委”
职数，制定印发了《头陀镇村“两委”
换届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以党委书
记为组长的村“两委”换届工作领导
小组和以各包村点长为组长的指导
组，细化分工，压实了工作责任。镇
主要领导和包村干部对现任村“两
委”成员全覆盖开展谈心谈话，全面
掌握村“两委”成员思想动态及班子
运行情况，为“两委”换届工作理清
了思路。

头陀镇坚持将宣传工作贯穿
到换届选举的全过程，充分利用

“三会一课”、微信、QQ等平台，采取
入户、远教、标语多种形式广泛宣传
工作纪律，将村“两委”换届选举“十
个严禁、十个一律”纪律要求全面宣
传到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抵
制各种不正之风，努力营造风清气
正的换届氛围。真正把符合群众意
愿，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的人选进
村“两委”班子。截至目前，共发放
换届“十严禁”宣传单850余份，签
订换届承诺书420余份，组织观看
换届警示教育片20余次。

头陀镇严格按照换届实施方
案要求，紧扣时间节点，倒排日程，
制定村“两委”换届日程表，具体到
天、责任到人。目前，该镇全面完
成了五个村党组织换届“两推一
选”及24名党组织组成人员初步人
选考察谈心谈话，完成了各村民委
员会选举委员会的推选，正式启动
了选民登记工作，各项工作稳步推
进。（通讯员 吴传攀 方志冬）

头陀镇：

稳步推进村“两委”换届工作

本报讯 “所有人员带好施工
工具，上杆操作要做好安全措施
……”11月4日，在岳西县菖蒲镇岩
河村，国网岳西县供电公司 35kV
王岭变10kV斗水06线项目施工人
员在晨雾中开始了拉线安装工作，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现场工作负
责人反复叮嘱安全注意事项。

岳西县菖蒲镇属原水电供区，
电网基础薄弱，停电是家常便饭，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安
全稳定供电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加
上迎峰度冬形势严峻，充足的电
能、稳定的负荷都需要原水电供区
农网改造工程尽快完工，新变压
器、新线路早日投入运营。

35kV王岭变10kV斗水06线遇
山翻山、遇河跨河，运维难度异于
平常。该线路岩河村至里仁村境
内，山高林密，线路在树竹障中穿
梭，一到冬季下雪，倒伏的树木、压
弯的竹子就会影响线路运行。国

网岳西供电公司针对这一情况，组
织工作人员对线路问题进行梳理，
因地制宜制定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先清障，只要被允
许，能够清理的树竹障我们先清掉；
其次，部分线路我们采取更换导线的
方式，将雨雪天气带来的危害降到最
低；实在是无法解决的，我们会报上
级审批更换负荷。”现场工作负责人
介绍，“今天要将斗水06线上的问题
全部解决掉，涉及到新导线架设、旧
导线拆除、新建台区的投运，我们菖
蒲所只留了一位值班人员，其余人员
全部参与了今天的项目。”

施工现场，有的拉线安装，有
的清理树障，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至项目完工，累计更换导线2000米
左右，清理树竹障近200棵，有效保
障了35kV王岭变10kV斗水06线安
全平稳运行，为上万迎峰度冬群众
可靠用电打下了坚实基础。

（通讯员 汪炅 吴金金）

岳西：

全力备战迎峰度冬

本报讯 日前，岳西县公安局
温泉派出所依法查处了两起涉火
案件，行政拘留2人，取得了“打击
一人、教育一片”的实际效果。

进入防火期以来，岳西地区多
日无雨，天干物燥，森林防火形势
严峻。为确保森林防火落到实处，
温泉派出所认真履行“四负责”、

“四协同”工作职责，利用“联勤、联
动、联防、联控”的“四联”机制，开
展森林防火宣传、巡查，切实做到

“四个不放过”，对涉火案件快查快
处，严格按照“三个一律”规定，严
厉打击野外违规用火。

11月 3日下午，岳西县温泉镇
汤池村居民胡某旺无视“禁火令”，
在山场内茶叶地焚烧枯树枝、荒
草，被联勤人员巡查发现，经现场

勘查，造成过火面积0.5平方米。11
月4日，联勤人员在巡查中发现温
泉镇榆树村居民王某悟在组级道
路排水沟内焚烧树叶、垃圾积肥，
引燃山塝起火，经现场勘查，过火
面积50余平方米。

温泉派出所受案后，立即展
开调查，违法嫌疑人在有力的证
据面前，如实供述了本人的违法
事实，通过耐心的防火宣传，二人
均认识到其行为的违法性、严重
性。为增强广大群众防火意识，
严肃“禁火令”，岳西县公安局依
法对上述二人拒不执行紧急状态
下的决定、命令作出了行政拘留
处罚决定。胡某旺、王某悟已被
依法执行完毕。

（通讯员 储翔 储昭宝）

温泉镇：

快查快处两起涉火案件
近年来，岳西县白帽镇深村村始

终把改善民生当作首要任务来抓，坚
持把精力、财力投向民生工程建设，有
效地增进了民生福祉，改善了群众生
活，一副乡村振兴的画卷就此展开。

“厕所革命”改出干净生活

“一个坑、两块砖、四面墙，厕纸垃
圾沿边放……”谈到过去的厕所，村民
汪成林不禁连连摇头，“但是现在不同
了，新厕所干净卫生又好用，再也不用
忍受蚊虫叮咬、臭气熏天了。”

小厕所，大民生。白帽镇深村村
自2017年4月启动农村“厕所革命”以
来，村“两委”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全力推进农村改厕工程。深村村围绕

“规划先行、统筹协调、精心实施”的目

标，摸清全村厕所情况，充分掌握第一
手资料，并因地制宜制定改厕方案，积
极向群众宣传改厕政策和健康卫生知
识。截止目前，已拆除旱厕6个，改
造完成卫生厕所100个、建设完成三
类旅游公厕7个，无害化厕所建设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农村环境面貌得到
有效改善。

“污水处理”改出品质生活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着力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农村人居环
境，深村村以“设施齐全、居住舒适、村
容整治、生态良好、管理科学、群众满
意”为目标，大力整治农村黑臭水体。
村民生活污水、厨房污水以及经三格
化粪池后的厕所污水通过管道收集分

流多个大三格污水处理池，以“小三
格+大三格”的方式实现污水二次净
化，经过厌氧发酵，在辅助生态处理池
多层净化处理后达到灌溉标准，排入
自然水体。这一方式，有效地改善了
水质，解决了136户，625人生活污水
处理问题，减少了疫病暴发或流行病
的潜在危险，极大地提升了村庄形象，
夯实了农村旅游基础。

“绿化亮化”改出幸福生活

深村村曾是红色的海洋，“深村
红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闻名中
外，是岳西旅游的名片，各级领导的
高度重视，给偏远且发展较为滞后的
深村村带来了机遇。深村村结合实
际，着力实施入口主干道提升工程，

预计实施绿化项目13200㎡，新建路
灯88盏。这一工程不仅极大地改善
了村民生活，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外
来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村书记朱明
亮介绍到：“过去的深村一到天黑就
伸手不见五指，村民们外出需要带
上手电筒进行照明，不但不方便，
也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好了，天黑
有路灯照着，大家伙走夜路也不怕
看不着。”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
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白帽镇深村
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把村民
的期待变成行动，把村民的希望变
成现实，着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保驾护航！

全 媒 体 记 者 汪 秀 兵 通 讯
员 储丹娜

白帽镇全力改善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

在希望的田野上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岳西县中关镇秋千村是一片红
色的土地，请水寨暴动的号角曾在
此吹响，抗日工作团遗址如今依稀
可觅。近年来，该村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抓手，加大环境卫生整治，为
群众建设“五小园”，乡村面貌焕然
一新。

秋千村是中关镇的东大门，距
县城8公里。进入秋千村，沿途两旁
是鹅卵石建成的花池和景观墙，反
映当地红色历史的浮雕、塑像分布
其间。红叶石楠、桂花、红花继木
等绿化苗木栽插在道路两侧。

“我们这里以前是修理场，搞着
乱糟糟的。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把
这里打造成休闲广场，让大家来休
闲跳舞，散步健身，孩子也有了玩
的去处。”中关镇秋千村村民储贺东
说。

中关镇秋千村新屋中心村是
2020年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点，总投
入资金380万元，涵盖 10个村民组
112 户。该美丽乡村建设点以省道
464为中轴，全长2公里。在美丽乡
村建设中，拆除破旧厕所、房屋
2400平方米，并在空余土地上为群

众兴建菜园、花园、果园等“五小
园”，既美化了环境，又方便了群众
生活。

“菜园摘菜很方便，要吃只用来
摘。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比以前好得多了。”正在自家门前菜
园摘菜的上大田组村民刘晓七说。

该村还挖掘当地红色资源，兴
建两处红色广场，将请水寨暴动、
抗日工作团等红色故事以雕塑等形
式呈现。并修通入户道路，确保群
众雨天不走泥路。改造厕所 41 户，
兴建卫生厕所 13座，旅游公厕3座

和污水处理场 2 座，进一步完善了
基础设施建设。

中关镇秋千村党总支部书记储
龙彪说：“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我
们充分体现了当地红色文化，并
且就地取材，为群众建设了‘五
小园’，既改善了居住环境，又方
便了群众生产生活。下一步，我
们村将依托飞寨开发，通用机场
建设，发展休闲旅游业，把我们
秋千村打造成中关镇东大门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通讯员 吴传攀 储翔 南芳

中关镇：红色故里乡村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