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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宣城高质量发展

检验出口毛绒玩具

日前，绩溪县金汇玩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员工们正在检验出口毛绒玩具。今年以来，该公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生产，1-5月份销售额达1200万元，其中出口134万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5%和19.65%。 特约记者 程渡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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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间青砖走廊瓦房外墙离地一米
高的土黄色墙砖，室内洁白的瓷砖铺
地，雕花的实木桌椅，宽敞的卫生间，
整洁的厨房……每次看一眼自己的新
房，龚秀国便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要不是党的扶贫政策好，我做梦都想
不到自己会住上这样的新房子。”

龚秀国是郎溪县凌笪乡独山村六
里村民组村民，因为母亲患有慢性病，
2014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母
亲曹桂英也被纳入低保。龚秀国患有
腰部疾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只能
在周边打打零工维持生计，在政府兜
底和他本人的努力下，2015年，龚秀
国光荣脱贫。为了生活得更好，2016
年，龚秀国到离家不远的江苏溧阳开
出租车，一年能挣2万多元钱。龚秀

国与83岁的母亲生活在一起，2018
年，龚秀国的母亲因为脑中风瘫痪在
床，但是为了生活，龚秀国把母亲托付
给大哥大嫂照料，自己仍然在溧阳开
出租，平时个把月回来看看母亲。

龚秀国和母亲原来居住的三间瓦
房已经盖了40多年，村里多次提醒他
可以申请危房改造，但龚秀国总是想，
房子还能住，等等再说吧，就把翻修房
子的事一再搁置。2019年底，龚秀国
的住房前墙出现轻度倾斜，恰好在当
年，龚秀国因为脑中风，看病几乎花光
了家里的积蓄，一时也拿不出盖房子的
钱，龚秀国就找来几根木棍把墙面撑
着。今年3月底，乡、村干部在开展住房
安全大排查时发现了龚秀国家的住房
隐患，就强烈建议他申请危房改造，得
知危房改造政府还有补贴，他的帮扶干
部还说可以帮他筹集一些建筑材料，龚
秀国这才放下心来准备翻建房屋。今
年4月初，村干部为他递交了危房改造
的申请，4月14日县住建局审批完成，5

月中旬，龚秀国的新房子终于动工了。
为了让老人尽早住进新房，在乡、

村两级的督促下，工程队加紧施工，5
月下旬完成主体建筑，6月初完成粉
刷和装修并入住，新房里卧室、客厅、
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卫生间里有
抽水马桶、有淋浴，抱老人上厕所、给
老人洗澡也更方便了。”龚秀国的大哥
龚荒年说。

龚秀国的母亲重度瘫痪，她虽然
不能说话，但是搬进新房时，她咿咿呀
呀说个不停，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她
对现在的住房很是满意。“从申请到搬
进新居，前前后后不过两个月时间，盖
房子花了8万元钱，政府补贴2万，帮
扶干部支援建筑材料1万元，大哥帮
我买了些家具，我自己也就花3、4万
元钱，我中风后恢复得不错，基本上没
有留下后遗症，车子还照常能开。母
亲由低保金维持，我一年还能挣点钱，
有了新房子，日子越来越敞亮了。”龚
秀国开心地说。

龚秀国：住上放心房 日子更敞亮
■特约记者 夏忠羽

“文明创建是所有人生活中离
不开的大事，创城也是一件离不开
群众的大事。”这是宁国市南山街
道党工委书记操金荣时常挂在嘴
边的话，也是南山街道文明创建最
真实的写照——焕新的楼道，居民
一起清出来的；便民的设施，居民
筹资建起来的；响亮的口号，群众
一起喊出来的……

全民共创，创建为民。南山街
道的文明创建，已经自成一套方
法，自成一种风景。

用好六级网络用好六级网络
广传文明创建声音广传文明创建声音

今年来，宁国市全面构建“市委
—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
小区功能性党支部—党员楼道(巷、
片)长—党员干部联户”六级组织
治理体系。

治理的网络在完善，服务的触
角在延伸。南山街道建好、用好六
级网络，在文明创建中充分发挥新
组织治理体系的优势，特别是借助
小区党支部、楼道长及联户党员的
力量，广泛收集小区建设和管理方
面存在的问题，积极引导小区业主
委员会、物业公司和居民参与，形
成上下联动、全民创建的工作格
局。截至6月份，南山街道建立小
区党支部43个、推选楼道长1528
名，分层组建社区治理直通车、社
区“大党委”、小区党支部、楼道长、
党员干部先锋队等微信群 883
个。“从市到街道，再辐射到各个
村、社区，再是每一个小区、每一个

楼道、每一户家庭，我们文明创建
的体制机制在不断完善。”操金荣
说道。

南山街道创业社区坐落在开
发区，居民以进城务工人员为主，
流动性强，群众对文明创建的归属
感、参与感、获得感都比较低。靠
社区干部一家家上门去做工作，工
作量大不说，群众还不一定买账。
今年，社区成立“大党委”，吸纳街
道联系社区负责人、社区党支部书
记、联点共建单位分管负责人以及
公安、城管、房管、市场监管、数据
资源等部门工作人员9人为成员，
负责属地管理各项工作。社区统
筹小区网格员、联点共建单位、业
委会和物业公司负责人、部分楼道
长以及联系小区民警和城管执法
人员等力量成立了11个小区党支
部，负责落地管理小区内各项工
作。“我们还推选出618名楼道长，
每个楼道长都建有服务群众微信
群，居民有问题可以在微信群反
映，楼栋长不能处理的上报社区居
委会，由社区分管人员解决落实，
楼道长联动社区居委会、小区党支
部、物业公司等各方力量共同开展志
愿服务，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
积极性，居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
升。”社区党支部书记程堂艳说。

回应群众关切回应群众关切
击破民生难点问题击破民生难点问题

“各种电线、电缆杂乱无章缠
在电线杆、建筑物上，不但有碍观
瞻，还伴随着诸多安全隐患……”

这是近期南山街道白云社区上海
花苑B区很多居民反映的一个问
题。上海花苑B区是一个很老旧
的小区，基础设施落后，而且是无物
业管理小区。以前，群众有问题，往
往都投诉无门。现在，向楼道长发
个信息，给联户党员打个电话，问题
马上就有回应了。几天后，专业施
工队伍到小区，对“空中蜘蛛网”进
行集中治理，并对破损严重及影响
行人安全的电线杆及时更换及移
位。如今，小区上空的“蜘蛛网”不
见了，隐形的安全隐患消除了，原先
杂乱的线缆全部被拉直捆绑，小区
环境面貌有了明显改观。

“通过各种渠道去征集问题，
再解决问题，喊口号可能没有用，
帮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文明
创建最好的发动方式。”白云社区
党总支书记刘庆红说。

白云社区是南山街道最早创
新“群众呼号，组织消号”工作法的
社区，如今这种“订单式”服务的模
式，已经在全街道乃至全宁国市推
广开来。群众下的“订单”，也给文
明创建开出了工作的“清单”。“文
明创建要结合民生需求，真正惠及
群众。”操金荣说。

创业社区豪宸俪景小区环境
优美，是国家园林小区。然而，高
颜值的背后，是严重的功能性欠缺
——小区共有1300余户住户，很
多非机动车停放及充电十分不
便。去年10月，豪宸俪景小区党支
部成立，居民反映最强烈的小区私
拉电线问题成了小区党支部决意
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下转第四版）

南山街道：文明共创建 惠风暖万家
■特约记者 吴正刚

文明实践在宣城宣城高新区
招商引资“三聚焦”
着力“稳预期”

宣州讯 今年
来，宣城高新区以

“三聚焦”推进招商
引资工作，着力稳预期，全力保增长，以高质
量招商工作提振发展信心、提升发展质量。

聚焦主导产业。围绕主导产业发展方向，
正对接洽谈的项目主要有亚邦化工年产6000
吨固相法酞菁铜颜料、百合花集团投资10亿元
的颜料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5亿元的特种管
阀产业园项目，主要研发生产耐海洋环境腐蚀
产品；投资3亿元的节能幕墙及阳光控制膜、镜
面膜项目。计划与九洲园区运营管理公司合
作共建“申苏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用地500
亩，投资20亿元，主要承接沪苏地区电子信息、
医疗器件等相关产业拓展和成果转化。

聚焦新方向。围绕数字经济发展，正对接
洽谈总投资5亿元的5G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
计划引进5G光纤电缆、光电通信器件及5G通
信管材生产等项目；投资10亿元的智能制造及
5G通讯产品项目；投资5亿元的智能搬运、存
储机器人及附属仓储设备产业园项目。

聚焦补短板。针对园区公共配套不足，规
划1500亩科创康养小镇，一期启动建设徽商
集团联合蓝城集团合作共建的32万平方米人
才社区项目，配套建设幼儿园、24班制小学，
计划投资14亿元；总投资10亿元的科技创新
中心项目，主要建设城市会展中心、科技企业
孵化器、文体活动中心等；高新区综合医院项
目总投资3亿元，设计床位300张。配套的康
养项目用地500亩，计划投资30亿元。

（杨焕霏）

本报讯 近年来，宣
州区围绕抓乡村建设、促
进乡村产业发展的思路，
在改善乡镇基础设施条
件、加快乡镇经济发展、促
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等方
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今
年，该区建设类扶贫项目
共计安排191个、扶贫资
金7469.19万元。截至目
前，开工率已达100%，其
中贫困村13个到村产业
项目、24个村级基础设施
项目正在抓紧推进实施。

要致富，先修路。该
区科学合理利用扶贫资
金，整修通村公路从家门
口到村口，让“山货进城、
城货下乡”。该区溪口镇
东溪村2020年度基础设
施项目包含乌泥坑路、桦
棵路等七条村民组道路
的加宽及路面硬化，总长
约3公里，该项目建成后，
可解决东溪村72户、137
名建档立卡贫困村民雨
天出行难题，保障村民出
行安全，提高劳作效率，
为村民增产增收提供交
通保障。

“这么多年来，只要
是下雨天，村民们出门一
身泥。现在路修好了，交
通就方便了，我们村村民
种植的茶叶、香菇、杉木、
兰竹等产品就能更好地

销售出去。”溪口镇东溪
村党总支书记夏正东告
诉记者，现在村民采茶路
上花费的时间少了，到茶
厂卖茶也方便多了。

此外，该区借着一系
列扶贫政策的春风，建设
生态农庄，带动村民共同
致富。在溪口镇东溪村笔
架石农庄，一座房屋主体
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
着，生态农庄已见雏形，项
目建设过程中，该农庄吸
纳了20多名工人就业，其
中贫困户2人。华阳社区
贫困户汪天阳从项目开工
后，就一直在工地上做小
工，每天只需步行10来分
钟，就能到达工地，一天能
有150元收入。

据悉，溪口镇东溪村
笔架石农庄位于溪口镇
华阳社区白果树组，该区
域内香菇、野生蜂蜜、葛
根、竹笋等农产品丰富。
项目运营后，将依托上海
的知青网、皖南川藏线周
边游等资源，以吸引更多
游客来观光、休闲和养
生，具有良好的社会与经
济效益。该项目总投资
约160万元，其中扶贫资
金144.17万元，建成后，
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收
入9万元左右。
（本报记者 王肖肖）

宣州讯 近日，省林
业局造林经营总站对宣州
区杨柳林业工作中心站创
建“国家级标准化林业工
作站”进行省级验收。

验收组根据《国家林
业局标准化林业工作站
建设检查验收办法》建设
标准，在该站自评分的基
础上对硬件建设、软件材
料、站容站貌、人员结构
配备、内部管理、业务档
案、制度上墙、办公设备、
森林防火器材库等逐项
检查、核实。通过林业工

作站负责人的介绍和创
建工作汇报，验收组对杨
柳林业工作中心站所做
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和肯定，在自评分值上给
予再加分，顺利通过省级
验收，并对未来林业发展
的方向进行了探讨和座
谈，要求林业工作站结合
生态产业扶贫和林业增
绿增效，贯彻和落实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指示精神，充分发挥
作用，推动林业各项工作
有序发展。 （周怡钧）

杨柳林业站创“国家林业
工作站”通过省级验收

杨滩镇推进“党建
创新提升年”建设

广德讯 继开
展“党建品牌建设
年”“党建深化年”

活动之后，今年以来，广德市杨滩镇党委提出
“党建创新提升年”建设重点，创新推动责任传
导、创新强化组织功能、创新提升队伍水平、创
新升级服务能力，推动杨滩镇党建工作全面进
步、全面提升、全面过硬。

抓实党建基础，筑牢战斗堡垒。进一步压
实党建责任，按照细化、量化、具体化要求，健
全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问题、任
务、责任“三个清单”。坚持党建工作季度调度
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考核清单，持续开展双
月督查，督查结果在全镇范围内通报，营造比、
学、赶、超的工作氛围，推动基层党建各项任务
更好落实。

抓好党建创新，提升服务水平。建成镇级
党群服务中心“红色驿站”，以强化基层党建、
突出服务功能、密切党群关系为目标，打造集
党员教育培训、党建特色展示及群团组织服务
等功能为一体的党员组织生活馆，力争年内完
成整体建设工作并投入使用。持续深化“为民
服务十件事”“书记工作室”等工作实效，不断
加强杨滩镇皖南红军独立团纪念馆等已建成
党建品牌的宣传、指导、提升工作，通过以点带
面、分类指导、示范推动等方式，促使全镇党建
品牌发挥实效。

抓牢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合力。在文明创
建、乡村振兴和为民服务等基层一线、项目现
场，积极组建党员先锋队、突击队，充分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力实施“抓头雁领航促乡
村振兴工程”，积极推行“党组织+合作社+农
户”模式，形成集约化规模经营业态，不断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伏婧）

党建创新在基层

姚村乡推进“绿色
脱贫”促林农增收

郎溪讯 近年来，郎溪县姚村乡以践行
“两山”理论为宗旨，努力在生态保护与林农增
收融合共赢中推进“绿色脱贫”工程。

该乡加大森林抚育工作力度，不断提升公
益林林分质量，为全域旅游发展提供生态保
证。2018年，该乡公益林森林抚育总面积达
17604亩，兑现生态保护脱贫工程奖补资金总
计1672380元，受益林农888户，其中212户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9年至2020年，该乡新增公益林森林
抚育15700亩，主要集中在4A景区观天下景
区之核心区域的潘村村、天子湖村，以及

“315”创建品牌村妙泉村等。为了保证“抚
育”质量，该乡林业站工作人员不定期深入各
村抚育小班加强指导，砍灌、割草、垦复……
按技术规范进行指导、推进，做好迎检和“申
补”工作。

此外，该乡还着力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
程。2017年-2019年 3年间，该乡政府共与
461户林农（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了“天
然林停伐管护协议”，8200亩天然林“签约保
护”，一次性发放天然林保护补偿金总计
371178.97元。 （特约记者 王祖清）

宣州盘活扶贫项目助增收

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纪念建党99周年大会。
活动现场表彰了2019年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
者、优秀共青团员和先进党组织，随后开展了专题党课
辅导。 张旭文 摄

本报讯 为积极推
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工
行宣城分行主动作为，成
立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整
合全行资源，切实将帮扶
工作落到实处。从老百
姓实际问题入手，精准施
策，扶贫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效。

坚持帮助贫困户建
立“造血”机制，搭建可持
续金融扶贫模式。该行
主动对辖内贫困人口区
域分布进行研究，精准掌
握扶贫对象。一方面以
产业精准扶贫为抓手，重
点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
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联
合优质企业，积极带动贫
困人口脱贫增收。该行
对辖内法人客户的金融
扶贫需求进行摸底排查，
引导鼓励优质企业与贫

困人口通过吸纳就业、签
订帮扶协议、入股经营等
方式带动脱贫增收，帮助
贫困人口通过劳动建立
稳定的增收渠道。

坚持加大对贫困户、
扶贫产业企业的支持力
度，助其渡过难关。疫情
期间，该行通过对符合条
件、流动性遇到困难的贫
困户本金，给予临时性延
期偿还安排，付息可延
期，免收罚息，期间不调
整贷款质量分类，不盲目
抽贷、断贷、压贷，减轻疫
情期间资金融通压力。
对扶贫产业企业继续加
大支持力度，贯彻国家降
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等
支持政策，全面降低贷款
定价水平，降低融资成
本，不折不扣地执行减费
让利政策。 （石钰）

宣城工行精准扶贫解民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