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获时节收获时节

日前，郎溪县涛城镇合溪村的水稻田里，农民驾驶收割机收割水稻，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时下，涛城镇种植的
水稻迎来收获季节，当地农民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特约记者 余克俭 本报记者 叶竞文 摄

抓“六保”促“六稳”
育新机开新局

“民生工程政策就是好，真是
为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10月
12日上午，正在家里打扫卫生的郎
溪县梅渚镇镇东村2020年危房改
造户陈国富发出了肺腑之言。

在陈国富的带领下，记者走
进他的新房子，明亮的窗子、宽
敞的卧室，给人一种温馨的感
觉。“盖房子期间，县、镇干部多
次来我家指导施工，如今，新房盖
好了，政府补贴的2万元已打到
我‘一卡通’存折上。”陈国富告诉
记者，以前他住的房子由于年久
失修，墙面开裂、屋顶漏水，村里
干部得知情况后，将他家纳入危
房改造对象，重建了新房。

“今年梅渚镇完成危房改造
13户，共计发放补助资金16.2
万元。”该镇民生办主任张宏书
说，为了把改造农村危房这件好
事办好、实事办实，该镇建立健
全了审查公示制度，及时公示补
助对象基本信息和各环节审查

结果，确保住房最危险、最贫困
的农户优先受益。

民生工程给村民带来的幸
福感远不止危房改造这一项，在
新发镇管桥村庙头村民组，一条
崭新平坦的水泥路直通到村内，
一辆辆运载农资和农产品的三
轮车、四轮车，在水泥路上来往
穿梭。“以前这条路只是1米多宽
的土路，会车很困难，每次我们要
多绕20多分钟的路程才能把苗
木卖出去，现在新路有4.5米宽，
连接着庙头村民组和大圻村中岗
组，苗木可以直接通过这条路卖
出去，给我们省了许多时间。”苗木
大户陈金喜笑呵呵地告诉记者。

庙头组80余户村民，大部
分种植苗木，这条路修好以后，
更好地带动了当地苗木事业发
展。该镇农路办主任姜必武介
绍说，今年新发镇扩面延伸工程
建设8条路，共计4.954公里，6
月份已全部完工。

今年以来，郎溪县坚持“以
人为本、为民解困”服务宗旨，紧
紧围绕“保民生、促稳定”大局，
用心落实民生实事，群众福祉持
续增进。在实施过程中，郎溪县
还建立了民生工程联合督查制
度，开展工程质量和民生宣传工
作“回头看”，始终坚持项目质量
不放松，强化质量监管，杜绝“豆
腐渣”工程出现。

2020年度各级财政预计在
该县投入民生工程资金5.17亿
元，截至9月底，到位财政资金
5.05亿元，资金到位率97.7%；
拨付资金4.74亿元，资金拨付率
94%；民生工程群众满意率达
90%以上，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
得感明显提升。如今，走进郎溪
县，干净整洁的街道车来人往，
平坦宽阔的乡村道路四通八达，
文化广场热闹欢快、农家书屋人
气聚集，幸福甜蜜的笑容在每个
人的脸上绽放。

郎溪：抓好民生工程 交上“幸福答卷”
■本报记者 余庆 特约记者 余克俭

记者：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市公安局在“依法严惩”方面，取得
了哪些工作成效？

王公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全市共摧毁涉黑涉恶犯罪
团伙98个，破获涉黑涉恶类案件
763起，抓获九类犯罪嫌疑人1049
人，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3.1余
亿元。向纪委监委移送公职人员问
题线索83条，向行业部门发送风险
预警提示函88份。近3年来，我市
公安机关的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以
及工作成效率均在全省位于前列。

特别是今年开展“六清”行动以
来，全市公安机关以涉黑涉恶线索

“清仓见底”攻坚行动为工作重点，
展开扫黑除恶大决战。截至9月
底，全市收到的省级以上线索共
447条，已全部查结，查结率100%，
完成“线索清仓”任务。专项斗争以
来至今年4月前启动的93件涉恶
案件已全部清结，今年4月份以后
启动的4件涉恶案件已清结1件，
其余案件正在全力侦办中，近期全
部予以清结。2名公安部目标逃犯
均已抓获，提前实现“逃犯清零”。

记者：市公安局在社会治安领域
突出问题整治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

王公顺：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在

严打黑恶犯罪的同时，以落实“一案
三查”为抓手，强力整治社会治安突
出问题，积极推动整治行业乱象，努
力从源头上消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

强力打击涉赌类黑恶犯罪。去
年，聚焦涉赌黑恶犯罪，该局组织启动
一系列专案，成功打掉一批渉赌黑恶
团伙，取得了较好的法律、社会效果。

依法严打“套路贷”违法犯罪。
按照统一部署，网上网下强势发起集
中清剿“套路贷”违法犯罪集群战役，
先后打掉“套路贷”涉恶团伙16个，抓
获犯罪嫌疑人203人，破案360起，
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48余亿元。

严厉整治河道非法采砂、矿产
开发领域黑恶乱象。针对矿产资源
开发领域极易滋生黑恶犯罪的现实
情况，开展集中专项打击整治，打掉
了7个非法开采的涉砂黑恶团伙，
有效净化了两江一湖的生态环境。

记者：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市公安局在“宣传发动”方面的工作
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效？

王公顺：市公安机关制定出台
了《宣城市公民举报黑恶势力犯罪
奖励办法》，鼓励广大群众检举揭
发，广泛征集涉黑涉恶线索。截至
9月底，全市共印制张贴《通告》15.9
万张；悬挂条幅、横幅13329条；媒
体宣传2390次；受理群众来电来访
505人次，举报信件363封，举报邮
件132件。共奖励举报人11人、奖
金2.35万元。

灵活运用传统方式。广德市公
安局制定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
传发动工作方案》，通过张贴线索通
告、发放宣传材料、悬挂横幅等多种
形式，开展集中宣传工作，发动社会
各界积极提供扫黑除恶线索。泾县
公安局结合重点节庆和乡村民俗、
文化旅游等活动，联合相关部门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场地
宣传。绩溪县公安局针对该县6万
余户居民印发了7万份扫黑除恶宣
传单，以各派出所为主体，将宣传单
发放至每户群众手中，最大限度地
做到了应知尽知。

善于活用新兴媒体。旌德县公
安局通过与该县融媒体中心五大网
络平台深度合作，利用县镇村三级
1700余个大喇叭循环播放扫黑除
恶相关知识。广德市公安局每月在

“广德公安”微信公众号推送“扫黑
除恶”重点工作内容及举报方式。

融入重点工作，开展广泛宣传。
各地公安机关结合文明创建、脱贫攻
坚、“110”宣传日等一系列活动开展宣
传，进社区、进网格、进村入户，将专项
斗争基础知识传播到家家户户。泾县
公安局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开展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策宣
讲154场，受众近1.2万余人次，做到
政策宣讲全覆盖。郎溪县公安局充分
利用车驾管、出入境证照、行政审批、
户籍、“城区信息采集会战”等方式面
对面向群众开展宣传交流。

铁腕扫黑除恶 誓保一方平安
——专访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公顺

■本报记者 刘畅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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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普专栏

秋冬季新冠疫情防控知识专题
之新冠知识六问六答（五）

5.新冠肺炎能治好吗？
新冠肺炎可防可治，已有众多患者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并且

痊愈出院。

去年10月份，绩溪县鄣
山省级森林公园入选第五届

“中国森林氧吧”榜单。这里
风景资源与自然景观独特，自
然资源、文化旅游资源和生态
林业资源丰富，是一个集观光
旅游、休憩度假、资源保护于
一体的森林生态旅游胜地。

压实林长责任，依法管绿护绿

林长制关键在于责任
制。鄣山省级森林公园的市
级林长多次深入林区，实地开
展巡护巡查工作，并就推深做
实林长制改革，处理好保护与
发展的关系，切实做好林业资
源管护、森林防火及病虫害防
治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确保
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在市级林长的领导下，市
公安局、市司法局、市信访局
及市烟草专卖局等各责任单
位建立完善了党政领导责任
体系，结合具体工作职责，压
实工作责任，各级林长合力
实施森林质量提升行动，加
大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脆
弱区森林生态修复力度，逐
步形成群策群力、合力推动
的良好局面。

“2017年冬天，森林公园
出现比较严重的病虫害，一开
始是我们自己购买药水喷洒，
没有起色，后来在林长制工作
推行下，采用直升机喷洒药
水，病虫害很快得到了控制。”
鄣山大峡谷景区经理邵森德
告诉记者，林长制工作的全面
推行，让林业管理越来越精
细，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据悉，该森林公园各级林
长通过悬挂宣传标语、走村入
户宣传等多种方式，防微杜
渐，及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
逐步恢复受损的森林植被，依

法管绿护绿。推行林长制以
来，森林管护力度逐渐加大，
群众保护意识整体有所提高，
从以前的“无人管”转变为“有
人管”、“主动管”、“能管好”。

统筹协调推进，助力业态延伸

该省级森林公园以林长
制为抓手，在抓好生态资源保
护的基础上，依托鄣山大峡谷
的生态资源优势，努力做好

“用绿、活绿”的文章，绿色发
展“好戏”连台，真正让群众端
上致富“碗”，吃上生态“饭”。

林长制的全面推进，也为
探索保护与旅游共荣之路提
供了“源头活水”。沿山道蜿
蜒而行，零零散散能看到一些
鄣山大峡谷景区宣传标语，这
里绿树成荫、峡谷悠长、青烟
绿雾……焕发出勃勃生机。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景区改
造，大力开展环境整治，完善
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
努力将鄣山大峡谷打造成休
闲度假的好去处。”鄣山大峡
谷景区经理邵森德告诉记
者，在不破坏森林公园生态
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开发，延
伸业态，从而带动经济增
长。景区在不触碰生态红线
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山场、林
场资源，每年给周边的大鄣
村、水村和北村等村庄生态补
偿款3万元左右。

林长制的推行盘活了林
业资源，也让林农可以通过
养山富山，实现林业增效、农
民增收。在各级林长相互配
合下，科学培育森林旅游新
业态，同时还吸纳周边群众
在景区工作，带动村民增
收。“我是去年5月份来到景
区从事保安工作，主要负责
景区维护、巡护、保障工作，
每月能有2000多元收入，在
家门口上班还能照顾到家
里，挺好的。”绩溪县伏岭镇
石川村六亩丘村民组村民张
新为说道。

鄣山森林公园：守护天然氧吧
■本报记者 王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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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小康看宣城

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本报讯 日前，
市检察院、市监察委
员会、市教体局、市
公安局、市民政局、

市司法局、市卫健委、团市委、市妇联9部门联
合印发《宣城市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
告制度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并成立报告联络员队
伍，加强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建设，构建社
会综合预防保护体系。

为有效解决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现难、报
告难、干预难、取证难、救助难等现实问题，今
年5月，最高检、民政部等9部门共同印发《关
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
见（试行）》，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
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性侵、虐
待、欺凌、遗弃、拐卖等9类未成年人遭受不法
侵害情形，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化强
制报告制度的实施程序，增强制度实施的操作
性，我市立足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方案、强化
举措，前期向各相关部门广泛征集意见、梳理
提炼后，于9月下旬完成制度会签工作。《实施
办法》明确了强制报告的主体及情形，对具体
的报告流程、保护救助方法、各单位分工情况
进行细化、明确，并形成了三大创新亮点。一
是在最高检等9部门明确的9类应当报告的不
法侵害情形之外，增加了“发现食品、药品、玩
具、设施等存在安全隐患，严重危害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等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这一报告情
形；二是在报告方式上，增加了12309检察热
线，丰富了报案或举报的渠道；三是在发挥市
监察委作用的同时，将各地各单位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强制报告情况纳入全市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工作考评体系，对于应报告未报告的，在
考核中予以扣分。 （宣检察）

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护网”

我市9部门联合推进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落地实施

问:厕纸也是纸，可以回收利用吗?
答:可回收的废纸主要包括报纸、期刊、图

书、各种包装纸等（污染严重的纸除外）。在一
般的认知中，误认为厕纸属于纸张，是可回收
的。但实际上，厕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

“纸张”。类似的还有餐巾纸、厨房用纸等，都
属于“其他垃圾”。 （未完待续）

本报讯 日前，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出台退
役军人技能培训考核办法和考核细则，指导各
县市区规范实施退役军人技能培训，提升培训
质量和效果。

建强考核组织。成立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民生工程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全市退役军人技
能培训考核工作，具体事务由市局相关业务科
室负责实施，有效形成工作有人管、任务有人
抓的良好工作格局。

优化考核指标。围绕宣传引导、任务完
成、资金使用、规范管理、社情民意等5个方面
科学设置考核指标，共14项，分值为100分。
同时，还设置了超额完成任务、培训上岗率、信
息采用等3个加分项。

明确考核标准。针对每一项考核指标，制
定相应考核标准，采取倒扣分制，如年度任务
未完成、培训合格率未达标、县级培训方案未
制定、培训补贴未及时拨付、参训退役军人满
意度较差等，对于未达标的将予以扣分。

完善考核方式。坚持日常监督和年终考核相
结合，通过日常信息报送、定期实地走访、随机现
场抽查、年底绩效评价等方式，对各县市区培训
工作完成情况开展考核打分，并将考核结果报送
市民生办，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本报记者 项嘉）

我市出台考核办法促进退役
军人技能培训提质增效

深秋的清晨，晨雾蒙蒙，
丁元和早早起床，把鸡鸭赶到
果园里安顿好，便提着几只塑
料篮，到果园里采摘猕猴桃。

“昨晚接了不少单，上午赶紧
要采摘，中午前顾客等着要
呢！”丁元和笑呵呵地说。

今年54岁的丁元和是郎
溪县凌笪乡钱桥村武山组村
民，因意外事故身体严重受
伤，但他没有向命运屈服，流
转了几十亩地种植茶叶，几年
前又种了12亩猕猴桃，不仅
给家庭带来了不错的收入，还
带动了周边村民发展猕猴桃
种植业。

走进丁元和的果园，一棵
棵猕猴桃树枝叶繁茂，藤蔓相
互牵引，在头顶结成一张绿
网，金色的阳光透过枝叶缝隙
洒在一串串青绿的猕猴桃
上。“我种的猕猴桃，有红心和
黄心的，果子品质好，很受消
费者欢迎。没想到，身有残疾
的我也能干出一点事业。”看
着满园的果子，丁元和掩饰不
住内心的喜悦。

2006年，在外地打工的
丁元和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导
致脾脏切除，肝脏右叶切除三
分之一，还患有严重的腰椎间
盘突出，一年间大多数时间是
躺在床上度过的。不能外出

打工，就想办法在家干点事
吧。丁元和左思右想，看到当
地有人种植白茶致富，2016
年，他流转了附近村民组的
30 亩荒山种植白茶和黄金
茶，2017年，看到附近的一位
浙江来的农场主种植的猕猴
桃效益不错，他又潜心学习猕
猴桃种植技术，在白茶地里套
种了12亩猕猴桃。果树种下
后，丁元和细心抚育着一棵棵
幼苗，浇水、锄草，没有力气了
就坐在地里休息一会，腰疼得
厉害了就在山坡上的简易板
房里躺一躺。功夫不负有心
人，3年后，他的猕猴桃终于
挂果了，而且因为品质好产品
供不应求，当年净收入4万多
元。不仅如此，因为猕猴桃秋
冬落叶，白茶3月份采摘，所
以猕猴桃和白茶套种，更大程
度地提高了土地利用价值。
2019年，丁元和的茶叶和猕
猴桃给他带来了12万多元的
收入。看到满山茶果飘香，丁
元和对未来充满希望。

猕猴桃种植成功后，丁元
和积极向周边群众做宣传推
广，在他的带动下，附近3户
村民也陆续种植了20多亩猕
猴桃，丁元和热心为他们传授
种植经验，手把手教他们种植
技术。“猕猴桃发展前景不错，
我想带动更多的人来种植，形
成规模，让大家都能富起来。”
丁元和恳切地说。

丁元和：荒山坡上茶果香
■特约记者 夏忠羽 本报记者 徐静雅

泾县九峰村荣获
“国家森林乡村”殊荣

本报讯 10月10日，泾县黄村镇九峰村
正式接收了“国家森林乡村”奖牌。去年12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了第一批国家森林
乡村名单，九峰村获此殊荣。

林长制改革在泾县推进以来，九峰村利用
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人文底蕴，扎实开展森
林乡村建设，并根据《国家森林乡村》认定条
件，对标对本，积极出台相应措施，巩固森林保
护成效，依据国家林草局《国家森林乡村评价
认定办法（试行）》，及时上报成果。

九峰村开展国家森林乡村建设，进一步推
进了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营造
全社会关心支持国家森林乡村建设和乡村绿
化美化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王肖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