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9日，县打击和处置非法
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举办

“学法用法护小家 防非处非靠大
家”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发放宣传
资料和现场有奖抢答的方式，普
及非法集资的概念、如何规避非
法集资陷阱等知识，吸引众多居
民前来参与，现场发放资料近千
份。

通讯员 江雪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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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江雪飞

刚刚闭幕不久的石台县第十二届党
代会全面总结了“十三五”期间石台县
5年来取得的各项成就，其中最为突出
的就是举全县之力、集全民之智，全面
夺取了脱贫攻坚的胜利，向党和人民交
出一份满意答卷。总结和回顾这5年脱
贫摘帽的艰辛历程，对于如今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的时间节点，能进一步激励和
促进全县人民鼓起继续建设中国原生态
最美山乡的昂扬精神和干劲。

五年来，石台举全县之力脱贫攻
坚。从 4个方面制定措施，形成机制。
首先成立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设立
脱贫攻坚指挥部，并在8个乡镇压紧压
实党政主体责任和部门主管责任。形成
县乡村“三级书记”一起抓，县级领导
定点联系，1228人组建脱贫攻坚工作专
班，281名选派干部全覆盖驻村，2320
名干部全覆盖帮扶贫困户的攻坚合力。

针对国家、省、市在脱贫攻坚方面
政策，结合石台当地实际，先后完成农
村危房改造7466户；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563户、1648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参保率
达 100%。2012年起在全省率先实施普
通 高 中 免 学 费 政 策 ， 建 立 全 学 段

“1041”学生资助体系，农村学校及幼
儿园学生全部享受“免费午餐”。强化
兜底保障政策落实，实现农村低保标准
高于国家扶贫标准，建档立卡贫困户纳
入低保保障 2148户 3802人。发放扶贫
小额信贷5577笔2.54亿元。着力推广光
伏扶贫模式，在 35个贫困村建设 74座
村级光伏电站，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
9.6万元，户用光伏电站惠及 3304户贫
困户。全力推进“双基”建设，2014年
以来，共投入15亿元使得所有行政村及
中心村宽带网络全覆盖，水、电、路、
网、文化体育、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凝聚全县各方面力量，将人力、物
力、财力集中到脱贫攻坚上来。配齐配强
县乡村三级扶贫队伍，每月17日定为帮
扶走访日，所有帮扶责任人进村入户上门
走访。各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39679.29万元，地方债券资金 6869万
元 ， 彩 票 公 益 金 2000 万 元 ， 总 计
48548.29万元。安排扶贫项目 1624个。

其中，2018年至2020年扶贫项目库共储
备项目1465个，项目总投资7.5亿元。除
此以外，中国建材集团以投入资金项目建
设+扶智+产业扶贫作为定点扶贫工作的重
要突破口，先后安排34名干部到石台挂
职，帮扶投入5000多万元，建设23个项
目；省直对口帮扶单位帮助引进各类资金
约5000万元，凤台县在生态旅游基础设
施及产业扶贫等项目建设援助帮扶资金
3729.8万元。开展“千企帮千村”精准扶
贫行动，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10·17”
扶贫日活动，累计帮扶资金 6301余万
元。通过以上这些行之有效的帮扶措施，
群众自发脱贫动力得到提升，并涌现出任
红伟、陈卫武、邢俊等一批党员创业带富
能人。用身边人、身边事激励和教育贫困
群众，有效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着重夯实脱贫基础，在群众就业、
产业发展、励志扶智等方面下足功夫。
组织“春风行动”“送岗下乡”“贫困劳
动者专场招聘会”，发放公益岗位和临
时务工工资410.44万元。全县40家扶贫
车间复工达产，持续推进旅游产业带动
就业，积极开展“战疫助农”“消费扶
贫月”等消费扶贫活动，2020年以来通

过政府采购、扶贫展销推荐、网络平台
销售等渠道销售扶贫农产品 1亿余元，
全县无滞销鲜活农产品。抓好线上教
育，通过及时开通网络、 全面解决
8027名中小学生 （其中贫困家庭学生
1803名）线上学习问题，确保贫困家庭
子女控辍保学“一个不漏”。

通过这五年的不懈努力，全县高
质量摘帽，全县人民已经同全国人民一
道迈入小康社会。在这个基础上，石台
将继续围绕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工作，做
好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保持主要帮
扶政策总体稳定，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
测和帮扶机制，巩固“两不愁三保障”
成果，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
作，加强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和监督，着
力解决行政村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持
续巩固产业、就业扶贫，持续巩固基础
设施建设，持续巩固社会保障兜底扶
贫，做好金融服务政策衔接，持续巩固
社会帮扶和增强群众内生动力。确保产
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教
育医疗民政兜底、就业保障等事业 均
衡发展、一体推进。

在高质量脱贫的基础上继续前行
本报讯（通讯员刘进 潘晔）7月

6日，石台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会。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精神。县委书记李军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学思践悟“明方
向”，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带着
使命深入学、持续学、反复学，用心
领会、用情感悟、用力践行，将学习
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

“四史”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县第
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起来，全力
推动石台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精心组
织“深入学”，持续深入抓好学习宣
传贯彻，不断加强理论研究阐释，
积极开展宣传宣讲，引领大家集中
学、一起干，切实把学习贯彻成效
转化为干好工作的实际行动，推动
讲话精神在石台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要全心全意“守初心”，多谋民
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积极回应
群众呼声和关切，把群众最急、最
愁、最烦的事作为工作重点，着力
解决一批教育、医疗、交通、公共服
务等领域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刻理
解和把握伟大建党精神，在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深刻领会蕴
含其中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坚定
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始终咬定发展第一要
务，坚持经济工作项目化、项目工
作责任化的理念，解放思想、提振
精神、鼓舞干劲，扎实推进县第十
二次党代会确立的各项目标任务
落地落细落实，奋力开创新阶段中
国原生态最美山乡建设新篇章。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会召开

□ 通讯员 张雯思 张卓成

7月5日晚，县林业局接到矶滩乡两
位村民电话反映，在当地公路附近发现了
一只好像是脚部受了伤的野生动物，这只
动物生命随时受到危害，希望前来救治。
接报后，县林业局工作人员立即驱车前
往，并将该野生动物送到县城进行救治。

当晚，村民邓源、操瑞红在回家的公

路上发现一只既像牛又像鹿模样的动物
一瘸一拐地向路边村子里走去。邓源说：

“我们以为是一头小牛，因为我们家农村
这边牛很多，后来一看不对，这头‘牛’长
得有些稀奇古怪，既像羊又像牛。我就猜
可能是保护动物吧，跟在后面拍了一些
视频和照片上传给林业局。”

经林业局工作人员鉴定，这个角像
鹿，头像羊，蹄子像牛，尾巴像驴的“四不

像”动物学名叫鬣羚，是国家二级野生保
护动物。发现时，它其中的一条腿不知什
么原因已经受伤，于是当晚，工作人员决
定将其暂时安置在一农户的院子里，并
给它送来食物和水，等待进一步处理。

次日早晨，经过林业局工作人员仔
细检查，发现这只“四不像”，有可能是因
为种群数量增多，自己内部进行打斗，导
致右后脚伤害，下山来寻求食物，幸亏被

当地热心村民及时发现，才避免了该动
物受到二次伤害。考虑到鬣羚受伤部位
发生了感染发炎，不适合直接放生。9时
许，林业局工作人员安排车辆将其送进
池州齐山动物园。目前动物园已对它的
伤情进行了处理，经过 4天治疗鬣羚恢
复健康，状态良好，于 7月 9日放归当初
发现地，回归森林。

近年来，随着石台生态环境日益改
善，群众保护野生动物意识逐步提高，共
建绿水青山的决心和信心也更加坚定，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得到很好的保护。
据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统计，
近三年来，石台县共救助野生动物50余
次，先后救助放归了一批黄麂、白鹇动
物，其中不乏一些国家珍稀保护动物。

“跛脚”兽遇上好村民
——矶滩乡两村民救助国家保护动物鬣羚

本报讯（通讯员雨林）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上所作的重要讲话，引发石台县广大党员
干部强烈共鸣，该县迅速行动，集中用力
打造“四种课堂”，切实用“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统一思想、补钙壮骨、凝聚力量。

“空中”课堂全员覆盖广泛学。组织
全县 400余个党组织 7000余名党员集
中收看大会直播，发挥8个远教文化广
场和131个远教站点的宣传阵地效用，

营造全民学习讲话大环境。利用 78个
农村党建大喇叭，全方位、多角度、高频
次宣传，拓展传播普及广度。

“指尖”课堂随时随地随身学。依托
“石台先锋”微信公众号设立“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专题，打造随时
学、随地学、随身学的“指尖课堂”。建立
87个流动党员学习群，定期推送相关
学习材料，做到了人在哪学在哪，手机
在哪学习在哪，为学习贯彻讲话精神找

到了新途径。
“宣讲”课堂突出重点精准学。各单

位选取具有理论基础和宣讲能力的骨
干成员组成宣讲团，结合主题党日、“三
会一课”开展灵活多样的宣讲。发挥领
导干部带头作用，通过走访调研，全面
落实“三深五进”工作要求，推动“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家喻户晓、入脑入心。

“实践”课堂落地生根贯彻学。县级
领导示范先行，第一时间召开县委中心

组理论学习会议，迅速传达学习“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立足石台发展和工作实
际，开展研讨交流。各基层党组织相继
召开党员大会，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同学习“四史”结合起来、同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
话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县第
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起来，谈认识、
理思路，谈工作、促发展，推动讲话精神
在石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学用结合打造“四种课堂”

本报讯 （通讯员江雪飞） 7
月 6日，石台县与上海星光摄影
器材城等相关部门联合举办大美
石台进都市 （上海） 摄影展暨富
硒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宣传展
示中国原生态最美山乡——石台
的秀美自然风光和建设发展成效，
寻求合作发展机遇，带动石台乡村
振兴。

活动现场，上海市、池州市
及长宁区、石台县相关领导按下
手印共同启动本次活动。随着石
台县最新旅游风光片滚动播出，
100幅石台人文风光摄影作品一
一展出，如夏日一缕缕清新的风
吹进上海大都市，展露出原生态
最美山乡风韵；池州傩戏精彩表
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快门

声、掌声、喝彩声不断；石台本
地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发生产的硒
茶、硒米、硒水等特色石台富硒
农产品备受上海大都市居民青
睐。

石台县牢牢把握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战略机遇，围绕建设新阶
段中国原生态最美山乡目标，大
力发展全域旅游、生态工业、特
色农业三大产业体系，以旅游康
养、“双招双引”为抓手，全面实
施绿色转型、加快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通过此次活动宣传推
介，吸引更多的大都市里人走进
石台，拥抱绿水青山，同时帮助
引进更多更好的实力企业和项目
落户石台，推动石台高质量发展。

“醉”美风光暨富硒农产品
亮相上海滩

本报讯（通讯员刘进）7 月 7
日，全县农用无人机水稻飞防演示
培训在七都镇举行。

培训现场通过无人机操作演
示，使广大农民对无人机喷药高效、
安全的作业方式产生了浓厚兴趣，
为下一步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同
时，县农技推广中心的专家还深入
田间地头，讲解水稻现阶段防治稻

飞虱等病虫害的用药方法，并针对
上半年近期雨热较多的天气环境，
提示农户要重点做好被淹田块细
菌性病害的防治工作。

通过推广农用无人机飞防技
术对水稻开展病虫害防治以及施药
作业，从而推动农业机械化统防统
治进程，促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发展，更好地服务现代农业。

农用无人机水稻飞防
现场演示培训举行□ 通讯员 陶捷

今年以来，小河镇紧紧围绕“坚守
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谱写时代新
曲”主线，充分挖掘整合本地红色资源，
做好保护、开发、教育“三篇文章”，教育
引导全镇党员干部群众不忘来时征程，
走好脚下路途，开启建设新篇，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进一步走深走实。

保护资源 建好阵地

该镇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以
及地处皖南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

的优势，通过群众提供、档案追查、史料
研读、走访调研等方法，摸清红色“家
底”，做好分类归档。同时，利用好“小河
先锋”微信公众号和打卡“红色地图”等
载体，以微视频、红色故事等形式展现
红色美景、记录红色足迹，打造好本土
化、特色化党史学习教育阵地。

深入挖掘 重点开发

该镇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配人员建专班，给党史学习教育提
供组织保障。以保护性开发、创造性开
发为原则，重点开发小河镇郑村暴动

纪念碑等红色教育基地，同时组建红
色故事讲解团队，着力发掘红色教育
基地内在价值和建设提升。深入挖掘
中共江南特委在九步村马施的历史遗
迹和革命故事，通过实地走访、深入调
研等形式，还原历史故事，做到维护和
宣传并举。

丰富形式 开展教育

该镇组织举办了10余期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读书班，由镇党政领导班子领
学，结合小河镇发生的党史事件，讲述
小河儿女投身革命、奋进新时代的伟大

历程；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前往小河镇郑
村暴动纪念碑开展“缅怀革命先烈 传
承红色精神”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感
受革命先烈精神；举办以本地红色革命
故事为内容的党史宣讲报告会，让党史
学习教育案例更栩栩如生、深入人心。
此外，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为民办实事紧
密结合起来。截至目前，镇领导班子领
衔办理实事共 12件，已为民办理申请
低保、修补道路、讨要农民工工资等实
事9件。

以学促行做好“三篇文章”

7月8日傍晚，石台县境内突降暴风雨。县公安局交警、派出所民警顶
风冒雨，沿路巡逻，清除路障，守护平安。图为在237国道815km+500处，
巡逻民警徒手将落石搬离路面，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通讯员 曾凡旺 摄

近日，县税务局与县工商联联合开展“春雨润苗”专项活动，为小微企
业送政策、优服务、解难题、办实事。通过“线上+线下”双线并行，多方联
动，将“惠苗”“助苗”“护苗”落实到位。图为分门别类向小微企业精准推送
税收政策，对新办或存在办税困难的小微企业进行“点对点”辅助办理。

通讯员 汪湾 摄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普法零距离普法零距离
讲解帮识别讲解帮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