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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刘进 江雪飞

夏末傍晚，漫步秋浦河畔，岸边绿
树成荫，溪水清澈见底。“经过污水治
理，秋浦河水环境明显改善。”常常在
河边散步的陈大爷说。

随着石台县城乡污水厂网一体PPP
项目已全面完工，日前县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也通过验收，实现了《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A排放标
准。

特别是针对农村生活污水面广量
大、治理条件复杂、基础薄弱等难点，
该县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按照“以城带乡、区域联
动、共建共享、降成本可持续”的城乡
污水治理思路，扎实推进县域污水治理
一体化，持续改善人居水环境。

该县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作

为石台县城乡污水厂网一体化的重要一
环，总投资约 1970万元，于 2019年 7
月开工，两年时间内新建了中间水池、
高效澄清池、反硝化深床滤池及设备安
装工作。与此同时，对环保督查中存在
的问题，立行立改，快速有效地完成了
整改工作。

据该县聚兴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经理
总经理程超介绍，从去年 7月份开始，
通过一系列的工程措施，将城区排查暗
管、暗涵，以及一些未发现的管道里的
污水全部收集到污水处理厂来处理，将
以前COD进口浓度 40mg/L左右，基本
上稳定在 100mg/L以上，仅仅用 3个月
时间就完成销号工作。

如何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应纳尽
纳”，弥补城镇和农村污水收集处理设
施短板？PPP项目建设之初，石台县按
照县域一盘棋的思路，实施全域统筹规

划、建设、管理，构建城乡一体污水治
理体系，并且紧密结合农村改厕、美丽
乡村建设，实现全县乡镇政府驻地和
78 个行政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全覆
盖，大大提高了污水收集率和进水浓
度，全面提升城镇生活污水和农村生活
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实现
人居环境优化。

目前，县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水量每
天 4000立方米左右，出水标准达到城
镇排放标准的一级A达标排放，全县 8
个乡镇的 78个站点，每天的处理量能
够达到设计量的60%，完全能满足整个
乡镇污水处理的收纳要求。

暑假期间，仙寓镇大山村迎来了夏
季旅游高峰。来自上海、合肥、铜陵等
地的游客慕名来到绿水青山的山村，住
农家民宿，品特色美食，和大自然亲密
接触，度过一段休闲避暑时光。

“游客们愿意留下住宿，不光看中
大山山水风光，还有村子干净整洁的环
境。”珍硒山庄老板王光热道出了大山
村旅游红火的原因，“过去想开民宿，
怕污水处理不了，污染环境。现在，政
府专门为我们做了污水集中收集处
理。”如今，实现污水有效处理，共享
一片绿水蓝天。“美丽环境”带来“美
丽经济”，通过民宿产业，村民已经过
上了小康生活。

“根据 PPP项目要求，我们将进一
步加强对污水站点运营情况的监测和管
理，保证管网的正常运营，提升城乡人
居环境。同时，积极探索厂网一体化

‘升级版’，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提升
污水处理厂运营管理水平，高质量满足
生态发展的需求”。县住建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郭庆说。

问水哪得清如许
——石台县城乡污水厂网一体化提标改造侧记 本报讯（通讯员刘进） 8月

17日，石台组织收听收看全市节
能减排减污整改百日攻坚行动动
员电视电话会议。李军、靳武等
县领导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就会议贯彻指出，石台要坚
定转变发展理念，坚持把产业结
构的转型升级作为应对“双碳”
新局的根本路径，做到一手抓生
态环境保护、一手抓新兴产业培
育发展，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要突出问题导
向，坚持边查边改、立行立改，
在统筹兼顾、全面系统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的同时，尤其要聚
力攻坚重点难点，聚焦“两高”

项目、石灰石加工、矿山生态修
复等重点领域，摸排清楚、深入
梳理、分析透彻，落实责任，源
头管控，确保圆满完成节能减排
任务。

同时要积极主动扛起主体责
任，统筹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保、安全生产；要建立“两单两
责两督”工作机制，形成问题清
单、整改清单，实行“双签字”
落实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加强
专业检查评估监督和环境专项监
督长监督，做到闭环管理。要加
快释放绿色发展的潜力，确保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部署开展节能减排减污
整改百日攻坚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徐敏可） 8
月17日，县“扫黄打非”工作站
揭牌仪式暨专题培训在县融媒体
中心举行。

“扫黄打非”工作站将充分发
挥融媒体中心品牌和宣传优势，
率先打造“媒体+政务+服务”新
模式，实现“扫黄打非”治理手
段多元化、基层管理统筹化、宣
传教育常态化。

揭牌仪式后，还就“扫黄打
非”如何融入新媒体建设进行专
题培训，培训从“扫黄打非”的
基本概念及重大意义、重点任务

和体制机制、着力推进“扫黄打
非”进基层三个方面，深入阐述了

“扫黄打非”工作是一项事关国家
安全稳定，事关社会文明进步的重
要工作。县融媒体中心“扫黄打非”
工作站要充分发挥信息辐射和宣
传的优势，着力在基层“扫黄打非”
宣传精品的策划、生产、传播上下
功夫，做好“扫黄打非”的宣传员；
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结合融
媒体采编业务，利用记者、通讯员
爆料热线以及社区互动等平台，进
一步发挥对“涉黄”“涉非”信息的
探头作用。

“扫黄打非”工作站揭牌

本报讯（通讯员张卓成）日前，县
统计局数据分析，今年上半年，石台县
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整体呈
现稳中向好态势。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上半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15.6亿元，按可
比价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13%。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2.1 亿元，增长
10%；第二产业增加值 3.9亿元，增长
17.7%；第三产业增加值9.6亿元，增长

12.0%。
从公布的数据来看，石台县经济运

行情况呈现以下几大方面特点：农业生
产增势良好，生猪产能快速回升。上半
年，农林牧渔业完成总产值3.5亿元，按
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12.5%。全县蔬
菜产量13535吨，增长6.7%。生猪出栏
9890头，增长36.4%。

工业生产增长较快。上半年，全社
会工业（规上和规下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20.4%。其中，全县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7.2%。

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全县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实现 7.74亿元，同比增长
26.8%。在四大行业中，批发业销售额
增 长 43.4% ， 零 售 业 销 售 额 增 长
38.2%，住宿业营业额增长 58.9%，餐
饮业营业额增长51.5%。

旅游市场恢复增长。上半年，全县
共接待游客 60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1%；旅游总收入 46.7亿元，同比增
长68.1%。

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全县居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0833 元 ， 同 比 增 长
13.9%。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6431元，增长 11.5%；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775元，增长
15.6%。

固定资产投资小幅下降。上半年，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7.8%，较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95.8%，两年平均增长
39.9% 。 分 产 业 来 看 ， 一 产 增 长
27.6%，二产下降 65.6%，三产增长
1.9%。

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整体稳中向好
本报讯（通讯员潘晨曦）近日，

小河镇妇联开展“巾帼助力乡村振
兴”创业就业技能培训。全镇贫困
妇女、留守妇女、返乡创业妇女等
50余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专业技术人员，
采取课堂教学与实地教学相结合
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

了竹荪种植及管护方法，深入浅出
讲解的专业知识，让参会的妇女能
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来。

通过培训，充分调动起广大农
村妇女的积极性、创造性，有针对
性的授课和交流研讨，提高了参训
妇女种植养殖专业水平、拓宽销售
渠道，增强了她们的创业能力。

小河镇

开展“巾帼助力乡村振兴”
创业就业技能培训

夏末秋初，七都镇高路亭村
成片绿油油的黄姜长势喜人，呈
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据悉，
2018年，生姜基地负责人徐进军
从浙江引进了黄姜种植技术，第
一年就获得了丰收，每亩收益
10000多元，同时，加快闲置土地
流转，带动当地村民务工就业增
加收入。今年，徐进军扩大生姜种
植规模，在丁香镇、横渡镇和七都
镇建起了 160 亩生姜种植基地。
这是石台县立足本地资源优势、
生态优势，推动种植业规模化发
展、产业化经营，实现振兴乡村经
济一个缩影。

通讯员 刘进 徐敏可 摄

近日，大演
乡新火村公路发
生山体塌方，车
辆无法通行，一
位 腿 脚 受 伤 住
院、当天出院回
家的老人被塌方
阻隔，现场执勤
民警见情况毫不
犹 豫 地 背 起 老
人，越过塌方，将
其送到来接他回
家的车上。
通讯员 曾凡旺

余棋 摄

8月17日，丁香镇库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在农家书屋里开始了为期
一周的暑期少儿书法公益培训班。培训中，通过基础的握笔、写字姿
势，最基本的横、竖、点开始，手把手教小朋友们进行书法练习，锻炼
孩子们的耐心、恒心，在学习和领略了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中度过一个
充实的假期。 通讯员 施辰龙 摄

□ 通讯员 曾圆圆

连日来，七都镇党委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要求，拓展学习内容、创新学习方
式、丰富学习载体，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不忘初心更加自觉，担当使命更加坚
定，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把党史学习教育和中心组理论学习
相结合。该镇党委紧跟上级组织工作节
奏，及时部署、快速推进，第一时间成
立学习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领学。定

时开展中心组学习，召开专题研讨会，
班子成员结合分管工作交流研讨，把党
史学习教育同总结经验、推动工作结合
起来，提高工作中的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

把党史学习教育和“互联网+”模
式相结合。针对工作任务重、人员分散
的工作实际，该镇充分利用“互联
网+”模式，依托微信工作群、“学习
强国”APP等载体，及时推送学习教育
方案及重要会议精神，扩大学习教育覆

盖面。同时，利用各村 16个远程教育
站点，积极组织党员、群众开展“红色
电影播放月”活动，在安徽先锋网等公
众号上，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参加线上

“学党史、庆百年”学习竞答活动，确
保党史学习更加有效，深入人心。

把党史学习教育和主题党日相结
合。充分利用革命遗址遗迹、党性教育
基地等红色资源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截至目前，该镇党委先后组织党政班子
成员、部分青年代表 50余人到中共石

青太中心县委遗址、皖南红军总医院旧
址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日活动；该镇党
建指导员深入联系的党组织开展党史专
题党课宣讲，覆盖全镇22个党组织700
多名党员和群众，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向深入。

把党史学习教育和工作实际相结
合。立足为民服务，立足职能职责，广泛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党委
班子成员牵头带领广大党员干部进村入
户，深入调研，全面走访全镇 1000多户
群众和20多家大中型企业，先后在交通
出行、农田灌溉、用水保障、企业生产等
方面切实解决群众难题，不断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新成效。

七都镇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卓成 沈
瑶） 8月 15日，石台县城东旧城
改造安置房一期开工，县长靳武
参加开工仪式。城东片区旧城改
造安置房的开工建设，标志着石
台县旧城区改造工作又取得了重
大突破，也将成为推动石台经济
社会长远发展、改造老旧城区换

新颜的重要动力。
据悉，此次开工建设的一期

工程总建筑面积 20024 平方米，
地上建筑面积 18224平方米，地
下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建设安
置房 160套及配套商业、储藏室
等，计划竣工日期 2023年 1月 10
日，工期500天。

城东旧城改造安置房一期开工

8月10日，雨。
今天是驻村的第40个工作日，也是

立秋后遇到的第一场雨。
昨晚还在床上躺着时，脑海里一直

琢磨着吴先卫白天说的“今
年恐怕要干秋”话语，正为他
开始杨花抽穗的 30 亩富硒
稻担心呢。这下好了，用老百
姓的话说，秋雨一旦应了景，
秋旱的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
了。

在去往吴先卫家的路
上，瓢泼的大雨虽然遮挡了
山坳里原本郁郁葱葱的稻
田，但氤氲的雾气中，稻花的
香气还是扑鼻而来。“稻子灌
溉的事不需要发愁了，现在
要考虑的是富硒米的市场销
路，这恐怕还得仰仗你们村
干部。”吴先卫见面就这样

说。他这人说话喜欢开门见山，性格直来
直去，这从我第一见到他时就有感觉。这
也难怪，毕竟这么多年来，这位山里的汉
子不靠天，不靠地，硬是凭着一股子闯

劲，利用新联村自身资源，干出了属于自
己的一番事业。

早在2011年，40岁的吴先卫就开始
了自己的创业之路，经过十几年的不懈
努力，从第一个在村里大胆开荒50亩富
硒茶园起步，尔后逐步成为拥有 200多
亩茶园、30多亩富硒稻、4000多只土鸡、
30多头育肥猪的种养一体农村致富带
头人。

“依我现在的种养规模和经济效益
来说，完全摆脱了贫困，步入了小康，应
该说是很满足了。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
这还远远不够。比如我的茶叶、富硒米还
很粗糙，缺乏自己的品牌，经济效益始终
上不去，在群众中还起不到示范带头作
用，这样，整个新联村的农产品就很难做
大做强。再比如我的养殖，土鸡、土猪几
乎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旦遇到风吹
草动，血本无归。这不，前不久，30多头
猪全部死亡，一下子就损失5万多元。这

就需要村干部在技术上、信息上、市场
上、政策上给我们指导和帮助。”见我冒
雨来访，正在忙着喂鸡的吴先卫说话还
是那么直截了当，可他说的这番话正中
我的下怀。作为驻村干部，我所要了解的
不正是老百姓心中迫切的渴望？不正是
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问题吗？

雨还在下，听着沥沥雨声让吴先卫
那 4000多只土鸡发出叽叽喳喳热闹的
鸣叫，我却陷入了沉静的思索。新联村要
振兴，走农产品开发是主要途径。而农产
品的开发，离不开像吴先卫这样的示范
带头人。我试着理了一下心中的设想，如
果我们能够帮助吴先卫在现有的基础上
扩大种养规模，或者说再培养几个像他
这样的大户，将新联村的茶叶、土鸡、富
硒米打造成富有地域特色的品牌，农民
的收入是否能提高一些？如果我们依托
白石岭旅游资源，进一步深度开发，农产
品的销路是否能拓宽一些？如果我们掌
握的村情再详细些，了解的信息再及时
些，能否给当地农民种养殖风险降低一
些？而所有的“这一些”是否正是我们驻
村干部努力的方向和面临的挑战呢？

（摘自驻大演乡新联村驻村干部
袁宏的日记）

一名驻村干部的工作日记——

从民声中探索工作思路

大演乡新联村驻村干部袁宏深入农户养殖基地了
解民声。 通讯员 江雪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