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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文明实践在池州文明实践在池州●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志 愿 者 在 行 动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许舜达
方问禹）长三角农业农村一体化发
展推进会近日在浙江省嘉善县举
行，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
省联合签署长三角农业农村一体
化发展备忘录，提出将在多层面联
合开展农业农村领域深层次合作。

根据备忘录，长三角三省一市
农业农村部门今后将在农产品质
量监测追溯、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
供应基地建设、渔业资源修复养
护、农产品市场营销、乡村休闲旅
游推介、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乡
村振兴人才培养和乡村科技服务
等方面强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长
三角地区农业农村一体化发展。

会议指出，长三角地区是我国
农村改革最早、农业产业体系最
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最强、城乡
一体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在国
家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

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以备忘录为蓝本，三省一市农

业农村部门将加快构建跨区域协
调体系、重难点问题联合攻关机
制、多领域信息共享机制，共同推
动农产品质量监测追溯、新时代美
丽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每项任务
都将组建一个工作小组、明确责任
分工。同时，三省一市农业农村部
门将共同成立长三角地区农业农
村一体化发展执委会，统筹推进重
大合作事项。

此外，推进会上还举行了长三
角农业创新赋能联盟和长三角农
创客发展联盟成立仪式，发出了长
三角农创客助力乡村振兴倡议，并
推介发布了长三角最具代表性农
业区域公用品牌和精品美丽乡村
风景线。

长三角地区签订
农业农村一体化发展备忘录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倪晓春）今年以
来，市教体局采取改善硬件、因人施
教、全程资助等有力措施，扎实推进
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控辍保学工作，
确保适龄残疾学生不出现辍学，保
障残疾学生教育健康发展。

我市累计投入 7000万元实施
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完成 2所特殊
教育学校改扩建项目，新增培智职
高班，扩大特殊教育职业高中办学
规模，73名听障、智障、孤独症适龄

残疾儿童应收尽收；成立残疾儿童
教育专家委员会，坚持一人一案、分
类安置，特殊教育安排355人、随班
就读 520人、送教上门 143人，缓学
12 人 ，残 疾 儿 童 少 年 入 学 率 达
97.9%。同时，我市建立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中职教育、高等教育资助
全覆盖体系，全年资助家庭经济困
难残疾学生 1468人次、133.4万元，
发放生活补贴236人、22.78万元。

改善硬件 因人施教 全程资助

我市扎实推进适龄残疾儿童
少年控辍保学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赵冬至）12月
18日，走进贵池区墩上中心学校改
扩建工程建设现场，在施工器械轰
鸣声中，工人们正在进行新建教学
楼的基础施工。

该校负责人介绍，墩上中心学
校辖 2所完小、13所教学点、1所中
心幼儿园、2所附属幼儿园，教学班
100 个，在校学生近 1800 人。近年
来，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辖区各
教学点学生越来越少，众多家长迫
切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享受到更优质
的教学资源。为此，该校按照全区农
村教育资源优化工程安排，投资
1000万元启动总建设面积12323平
方米的改扩建工程，包括新建一栋
2000平方米综合楼及篮球场、羽毛
球场等附属设施，添加一批新教学
设备，进一步改善教学环境。

贵池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
绝大多数都位于农村。近年来，该区
从项目建设、教学点整合、公交线路
优化等方面，连续两年实施农村教
育资源优化工程，着力改善农村办
学条件、城乡互动共享优质教育资
源、充实农村学校师资力量等措施，

为农村教育资源增加“砝码”，统筹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让农村的
孩子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优质教
育。今年该区总投资 15078.3万元，
新建及改扩建项目59个，完成建设
项目55个，并对里山中心小学等25
所乡村中小学全覆盖式添置智慧课
堂教学设备，建成智慧课堂 94间。
优化整合了44所教学点、9所完小、
1所初中。同时，对建档立卡学生、
边缘户子女资助全覆盖，今年共资
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9761人，发放
资助资金 1290.6万元。在教师队伍
建设上，除实施国培、省培、市区培
训，累计培训人员 2000人次，今年
还补充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
30 名，分流解放初级中学教师 22
名，全面优化城乡教师资源配置。

农村学前教育是教育均衡发展
中的短板，该区持续推进第三期学
前教育行动计划，在资金投入、土地
划拨等方面继续向农村倾斜。今年
共投入资金 456.3万元新建农村公
办园 2所、改造幼儿园 5所，按时足
额拨付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和民办
普惠性幼儿同补助经费。

贵池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

□ 记者 邓柱

12月 8日上午，青阳县杨田镇下东
堡村村民李宝来的苗木基地热闹非凡，
村民们忙着给冬季苗木做好防护工作，
大家高兴地说，家门口上班也能挣大
钱。下东堡村耕地、山场资源丰富，近年
来，村民们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积极发
展苗木种植、农特产品深加工、特色养
殖等产业，如今村庄美了、村民富了，大
家在小康路上干劲十足。

李宝来是下东堡村苗木种植户，有
着 20多年种植经验，他告诉记者，他种
植的苗木面积有 7亩左右，品种包括杉
木、红叶石兰、紫薇，得益于美丽乡村建
设，苗木销售非常紧俏，年收入8万元左
右。“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现在有这

个产业在手上，未来发展信心十足，越
搞越有劲。”李宝来不无骄傲地说。

这几年，随着国家政策对农业支持
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下东堡村民走
上了种植苗木的路子。村民李明能表
示，自上个世纪 80年代开始，村民们开
始种植苗木，经过 30余年的发展，苗木
种植产业已经发展成为下东堡村的主
导产业，并且成为青阳县造林苗木生产
基地。”

这边忙种苗，另一边忙生产。在村
里的御九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工人们
一边忙活着生产、包装黄精制成品，另
一边还在忙着加快建设公司的项目。两
年来，这家企业在国家惠农政策支持
下，积极发展黄精、葛根、茶叶等农特产
品精深加工产业，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

对外销售，企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带动
了几十名群众就近就业。“我在这里上
班，一年可以挣到四万元左右。随着企业
发展规模的不断壮大，相信我们的收入
也会逐渐增加。”村民徐云子告诉记者。

别看如今下东堡村产业发展的势
头日益强劲，然而十多年前，这里由于
村集体经济薄弱，乡亲们除了种田找不
到好的增收路子，更多村民不得不选择
外出务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和
产业扶持政策的实施，村里先后建成了
九甲里和李家村两个省级美丽乡村示
范点，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村民选择回
乡就业创业，寂静的乡村不仅更美了，
也更热闹了。“国家的农业农村政策越
来越好，使我们村庄一年一个样，我想
尽快把农家乐、民宿搞起来，让日子越

过越红火。”村民徐付生说。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产业发

展，下东堡村突出产业带动效应，依托
500 亩农业产业园，形成了葛粉、小磨
麻油、黄精等主导产业，通过园区带动
周边农户增收，鼓励村民特色种植，发
展乡村旅游。杨田镇下东堡村村委会
主任徐立新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提
出要大力发展农业农村，我们将鼓励
村民发展乡村产业发展，不断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并在深化农村产业制度改革
当中，完善农村利益分配机制，持续推
动农民增收。”

下东堡村:美丽乡村产业旺

□ 记者 倪晓春 实习生 施雨琦

11月底，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指挥部对贵池区清溪街道齐山社区
齐山新村小区内垃圾清运不及时等脏
乱差现象进行了通报，并要求该区相
关部门对照创建标准即刻进行整改。

连日来，记者一行分时段走进齐
山新村小区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该
小区被通报后，截至目前不仅督查整
改问题仍未整改，而且问题多多。小区
内垃圾随意堆放、清理不及时，绿化带
上种菜、停放僵尸车，杂物乱堆乱放、
违章搭建、出店占道经营等各种乱象
突出，环境卫生十分糟糕，离干净整洁
的小区环境相去甚远，与我市正在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要求极不相符。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小区内生活、
建筑等各类垃圾随意堆放，垃圾桶形
同虚设。其中，6号楼西面绿化带内的
几个垃圾桶盖子大开且空空如也，塑
料布、木板等垃圾随意堆放在附近的
拐角处，不远处的国家电网专柜上还
搭挂着一条形似消防水袋的脏旧物
件。绿化带也毁损殆尽，基本成了居民
的“菜地”等。走访中，映入记者眼帘的
或是绿油油的蔬菜、或是裸露的沙土、
或是凌乱的杂物、或是停放多年的僵
尸车。尤其是13号楼的南面，整个绿化
带全部毁损，不仅开垦出了多块“菜
地”，还停放着一辆安庆牌号的僵尸
车，车胎四周长满了杂草，旁边还堆放
了旧轮胎、椅子等杂物。19号楼东面绿
化带内更是不堪入目，里面黄土裸露，
杂乱无章地堆放着木板、铁皮炉、泡沫
塑料盒等大量杂物。

除了绿化带内堆放了大量杂物

外，小区内其他位置杂物乱堆乱放现
象也是随处可见。记者看到4号楼西面
临路的一块水泥墩上架放了一张破损
的桌子，桌子上零乱地堆满了拖把、渔
网、塑料桶等杂物。13号楼东南拐角堆
放着竹竿、铁锹、锈迹斑斑的自行车，
北角一废弃水池旁边还凌乱地堆放了
扫帚、木板等杂物。6号楼南面一楼的
墙根处歪七扭八地堆集了近40扎芝麻

秆，大部分已经风干甚至腐烂。另外，7
号楼一店主用彩钢瓦将西南拐角围
起，里面堆放了桌子和大量的木柴。记
者在随后的走访中看到该店主在店外
用木柴生炉烧水。

12月 20日早上 7时许，记者再次
走访该小区，发现小区内室外用柴取
火、摆炉烧水现象普遍存在。在 2号楼
1单元北面的空地上，记者看到一位居
民正弯腰提炉向水瓶内灌开水，身边
水炉的旁边放着一个柴篮子；5号楼的
一位居民在楼前忙着取柴拿扇烧火
盆；17号楼南面，早起的几位老人在树
池内外或站、或蹲着，一边聊天一边烧

水，十分“安逸”。记者数了一下，不到
七八米的距离，竟然有4个自制铁皮水
炉，烧木柴散发出的呛鼻气味不断四
下扩散，路过居民均在烟雾缭绕中掩
鼻快速走过。

小区内经营户出店占道经营、违
章搭建等不文明现象也比较突出，不
仅有碍观瞻，还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在
4号楼的西面，记者看到2家门店均出
店占道经营，其中一家不仅在店外撑
起了遮阳（雨）伞，摆起案板叫卖猪肉，
还在一侧的地上摆放了几个塑料盆，
装上活鱼和增氧泵，不远处的路边放
着一块血水斑斑的木板，上面杂乱地
放着菜刀、棒槌等剖鱼工具，卫生状况
堪忧。此外，记者在13号楼东面路边还
看到一个露天、简易的绞山芋的“破碎
机”——主机放在一辆废旧三轮车的
车箱内，车箱仅用铁皮进行了遮围，通
电设备则直接挂在车箱外的一个遮阳
（雨）伞骨架上，上面伞布全无，仅用一
些小块塑料布等作了简单地遮挡，电
线从一侧居民楼内拉出，伸手可触。

“为了带孙子我才搬来这里，没想
到这儿环境这么差，还不如我老家农
村干净。”从齐山幼儿园接孙子回家的
王奶奶停下脚步担忧地说，“在这也住
了有几年了，脏就不说了，主要是安全
堪忧啊，小孩子都不敢放手。这样露天
搭建‘破碎机’，通电设备都在外面，特
别容易发生漏电、短路。那边的肉摊、
鱼案从早摆到晚，上面都放着刀具，也
很危险。这条路又是许多小孩子上下
学的必经之路，有些调皮的、没大人接
的小孩，万一不小心触到电、碰到刀，
可就不得了了。”

“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多年来，
没有物业，没有监控，没有绿化、没有
亮化，除了社区安排的保洁员简单地
清扫路面垃圾外，基本没有任何管理，
一直很乱。加上现在正在进行升级改
造，小区内环境卫生以及秩序更是一
溻糊涂。”家住8号楼的刘先生表示，希
望有关职能部门压实工作责任，结合
现状，因地因时施策，强化小区管理力
度，做好宣传、教育、劝导工作，着力保
障小区居民正常生活秩序，努力为广
大居民创造一个整洁、安全、舒适的居
住环境。

垃圾随意堆放、毁绿种菜、杂物乱堆乱放、出店占道经营、违规搭建——

齐山新村小区：被通报后仍未整改 环境卫生糟糕

◆曝光台◆

▲ 僵尸车停放在绿化带里。

◀ 绿化带里杂物堆放，柴炉烧
水壶在其中，混乱不堪。

记者 左泽川 摄

□ 记者 江志

12月 17日，贵池区棠溪镇百安村
74岁的方军生老人，正在棠溪镇百安村
党群服务综合体内锻炼身体，他告诉记
者：“自从村里建起了党群服务综合体，
他每天都来这里，有时锻炼身体、有时
看书、有时和其他村民们下下棋、唱唱
歌，每天过得很充实快乐。”

棠溪镇百安村地处池州城东南 50
公里，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山
区美丽乡村。全村共有七个村组，270
户，人口 963人，辖 3个党小组，正式党
员39名，预备党员1名，平均年龄50岁。
村支书钱叶君告诉记者，近年来，为完
善并发挥村级综合服务体功能，百安村

“两委”一班人从自身情况出发，严格按
照上级要求，摸清家底、统筹规划，积极

引导村级综合服务设施向党群服务中
心聚集，努力补好短板，扎实建设集政
治引领、教育培训、文化生活、议事协
调、便民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党群综
合体。

过去由于建设水平不高，导致服务
功能不全，发挥作用效率不明显，群众
有事才来党群服务中心。2018年以来，
为完善并健全村级为民服务综合体的
建设，新建了占地 700平方米的文化广
场，并陆续建成了乡村大舞台。充分利
用原国有粮库约 300平方米的废弃厂
房，筹资近30万元在原有的基础上建成
了村民多功能服务场所，集百安喜庆中
心、儿童活动室、村民发展中心、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关爱未成年人活动室、老
年协会、老年日常照料室、残疾人之家、
文化娱乐室、农家书屋、乡村KTW等综

合服务体。自完善党群综合体后，群众
成了党群综合体的常客，部分村民经常
在这里唱歌、跳舞、打牌、下棋等娱乐活
动；近十对新人在此举办婚宴，镇党委
政府还在此举办好婆婆、好媳妇评选活
动；全村老年人、儿童、贫困户、残疾人
以及广大党员、群众无不在这里感受到
家的温馨，无不享受生活幸福、社会和
谐之美。

“通过这些载体的建设并发挥作
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内容、方式以
及内涵不断丰富，进一步融洽了党群之
间的关系。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向心
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钱叶君说。

近年来，百安村还开展了星级文明
家庭评比，广场舞比赛等活动；在中心
村增设广播，播放爱党、爱国、爱家及军
旅歌曲，弘扬中华文化，补足精神之钙。

置建农民文化娱乐和喜庆中心，为广大
村民自娱自乐提供互动平台；开展家风
家训、二十四孝、村规民约、环境卫生、
乡风文明、法律法规等宣传活动，通过
这些活动使村民的环境意识、法律观
念、精神风貌及道德风尚进一步增强。

百安村的工作，得到上级充分肯
定，先后被评为第三批安徽省环境优美
生态村及池州市生态村，绿色小康村等
荣誉称号，各项工作走在镇前列，多次
被上级党组织评为先进党支部。

钱叶君说：“下一步，百安村把建设
农耕文化展示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在
建成建好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发挥党群
服务综合体作用。作为加强农村基层基
础的重要抓手，通过为群众提供全方位
的贴心服务，进一步增强群众幸福感和
获得感。”

棠溪镇百安村打造党群服务“综合体”

农 村 基 层 党 建 巡 礼

本报讯（通讯员赵冬至 纪池鑫）
日前，贵池区秋浦街道翠微社区联合
辖区共建单位，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
40人来到翠微苑小区开展“门前三包
集中整治”志愿服务活动。虽然天气寒
冷，但志愿者们分组逐户向周边商铺
明晰“门前三包”责任，对发现的乱堆、
乱放、乱停等不文明现象进行劝导并
帮助摆放整齐，让道路两旁恢复了整
洁有序的面貌。

“真正的从老百姓关心的身边事

入手，志愿服务才能做到实处。”在该
社区从事多年志愿服务的社区干部邱
骏这样说。一直以来，他们坚持在群众
性上下功夫，让志愿服务内容和形式
上更加“接地气”，更贴近群众暖百姓
心窝。

该社区志愿服务以群众需求为导
向，从居民困难帮扶入手，按网格分
片，组织志愿者进网格摸底，按季度征
求居民意见，根据不同的需求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对老年人、残疾人下楼理

发难、买菜难等问题，志愿者经常登门
为他们开展爱心理发服务等。以重要
节假日为节点，组织志愿者帮助孤寡
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同时，联
合共建单位，定期走访慰问空巢老人、
优抚对象、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困难群
体，让志愿服务暖人心。

该社区还积极引导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推行党员志愿服
务积分量化和兑换制度，发挥离退休
党员余热，组建“党建+社工志愿服务”

联盟，完善志愿者队伍的档案管理，加
强交流沟通，调动志愿者的积极性，促
进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他们注重吸
纳具有消防、环保、法律、医疗、文化等
专业特长人员进入志愿服务队伍，充
分挖掘他们的特长，不定期组织开展

“飞线充电”、“毁绿种菜”、“楼道牛皮
癣”等系列集中整治行动，切实提升了
居民幸福感。

翠微社区志愿服务暖百姓心窝

随着冬季居民用电量的增大，为进一步提高供电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满
足用户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青阳县供电公司以过程管理为突破点，加大对
用户的摸排和点对点服务，上门为居民开展优质服务提升工程。图为12月
18日，电力检修人员上门为农户检查电力线路。 通讯员 章锦秀 摄

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进一步扩大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把干部选好、选准，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对
以下拟任人选进行公示：

洪克峰，男，汉族，45岁，籍贯、出生地安徽贵池，省委党校研究生
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青阳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二级调研员，拟提
名为东至县政府县长候选人。

如有情况需要反映的，请于 2020年 12月 22日至 2020年 12月 28
日向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口头、书面或通过举
报网站反映（电话：0566—12380；邮政编码：247000；举报网站网址：
http://czxfw.chizhou.gov.cn/12380）。

中共池州市委组织部
2020年12月21日

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