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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江雪飞

春夏之交，百花争妍。走在石台县
乡村，群山连绵起伏，天光云影倒映在
碧波之中，屋舍错落有致，乡道间流水
潺潺，柳柏葱茏，景色如画。

“垃圾不落地，乡村更美丽；请别
乱砍树林，让空气更加清新；保护生态
环境，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碧水蓝
天，共建绿色家园……”身穿黄绿色马
夹的程建骑着一辆白色的电动车穿
行其中，车上小喇叭里传出的琅琅上
口的环保宣传口号，响彻村庄的各个
角落。

这是今年以来，石台县将环境监督
员、巡田员、湿地巡护员、路长管理员等
7个岗位，“多员合一”设立乡村综合监
管员。程建作为矶滩乡矶滩村乡村综合
监管员，全面负责辖区生态环境、河流、

林业、耕地、道路交通等方面日常巡查，
这是他自编的一套政策宣传语。同时，
结合当前的禁渔期，他还编创了禁捕和
禁钓顺口溜，更有效地发挥了宣传和引
导作用。

在程建办公室墙上贴着每周的巡
查计划表、巡查重点地段以及公益岗位
人员的通讯录。他说：“这是刚开始的时
候弄得，现在这些已经了然于胸，全村
生态环境情况已摸得清清楚楚。”在日
常巡查时，同步进行综合监管，一旦发
现问题，能现场解决的立行立改，不能
解决的会逐级上报，直至整改完成，登
记归档。

一次，程建在巡查中发现矶滩生态
养殖专业合作社污水沉淀池内污水外
溢，他及时上报。该县推行河长制、林长
制、田长制、生态保护专项监督长制“一
张网”，将生态护林员、村级公益岗等岗

位人员纳入生态环境监督“一张网”体
系，由乡村综合监管员统一管理调配，
实现了村级“一员通管”，结紧生态环境
监督网的一线节点。很快，矶滩乡村环
境监督长立即督促对污水沉淀池进行
整改，恢复了生态环境。

矶滩乡沟汀村全面推行环境专项
监督长制，村委会把保洁人员和护林员
整合到村环监室下，进行日常管理。该
村环境监督长张艮贵说：“每个月村里
召集护林员、巡田员、巡河员和公益岗
在内的 19 名工作人员召开交流学习
会，报告当月履职情况，环监员通报巡
查整改结果，对上级巡查发现没有整改
到位的，在会上实名批评减分，进行互
相评分，并进行公示，对履职不好的进
行教育批评，并对3个月履职不好的公
益岗人员直接辞退。”该村从各方面落
实责任，落实环境整改，不断端正公益

岗工作态度，提高工作积极性。
为此，该县统筹生态环境监督“一

张网”，整合环境监督员、护河员、巡田
员、湿地巡护员、路长管理员等“员”工
作经费133万余元，在原有员级岗位人
员中择优选聘，“员”级总数优化为 84
人，切实提高乡村综合监管员待遇保障
待遇，在原有每月1200元的基础上，每
人每月增加300元绩效考核报酬，大大
促进了人员工作积极性。

通过将生态环境、河流、耕地、林业
生态等要素全部纳入河长制、林长制、
田长制、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监督长制监
管范围，实现全覆盖、全监督，打通了监
管“最后一公里”，全面形成机制顺畅、
导向清晰、监督有力、多元参与、良性互
动、保障有力的大环保监督体系，实现

“水清岸绿生态美，田良林丰产业优”新
局面。

实施“多员合一”，构建环保监督“一张网”——

一“员”能管“千家事”

本报讯（通讯员江神剑）5 月 8
日，石台县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县长靳
武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域旅游创建事关发
展大局，必须凝聚一条心、下好一盘
棋。要认清形势、正视问题，全面增强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决心。要正视全
域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优势转化不够、
供给能力不强、工作落实不力等问
题，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会议强调，全域旅游创建重在做
强特色，必须勇于攻难点、善于创亮
点。要突出重点、靶向发力，全面加快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步伐。坚持大整
合推动，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添动力；坚持大创作联动，为省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激活力；坚持大服
务拉动，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加助力；坚持大保护促动，为省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增引力；坚持大宣
传牵动，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强推力。

会议要求，全域旅游创建亟待攻
坚突破，必须统筹时度效、打好组合
拳。要真抓实干、马上就办，全面落实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任务。全县上下
要对照创建任务清单，全方位统筹协
调、全过程狠抓落实、全流程跟踪问
效，确保今年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吴永康）5 月 8
日，石台县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暨农村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
县委书记、县长靳武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强调，全县农业农村工作要
盯紧短板弱项，聚焦工作重点，对标
对表上级要求，以“两强一增”为引
领，聚焦“一主导两核心”，紧抓农村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推动各项农业农
村重点工作高质量开展。以产业发展
为主导，增强发展活力。以增加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为核心，提升“造血功
能”。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缩小收
入差距。以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为
抓手，提升治理水平。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机
制，强化工作推进、多元投入、作风监
督等“三项机制”，采取超常规措施，
切实为全面稳住农业基本盘、推动乡
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不懈怠、不停顿，持
续发力、接续奋斗，努力开创全县“三
农”工作新局面。

县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暨农村人居环境
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

图片新闻

岗上杜鹃始盛
开 ，五 月 登 山 正 当
时。近来，牯牛降风景
区山色转青，野生杜
鹃林次第开放，五彩
斑斓的颜色悄然爬上
枝 头 。图 为 在 海 拔
1727.6米的牯牛降主
峰上，杜鹃花开得正
盛，山景如画。

通讯员 汪得养 摄

本报讯（通讯员李玉）5月 1日，
石台县委书记、县长靳武深入一线督
导疫情防控工作，并向“五一”假期仍
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致
以节日的问候。

靳武一行先后来到石台高速出
口防疫检查点、金城大酒店疫情防控
服务点、横渡镇鸿凌村疫情防控服务
点等地了解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向坚守岗位、奋战一线的医护人员、
志愿者、安保人员等疫情防控工作人
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在各疫情防
控卡点，靳武详细了解假期值班值守
情况和防疫物资配备、后勤保障等情
况，并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在坚守岗

位、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做
好自身防护，确保自身健康安全。

靳武指出，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广大一线医护人员、公安干警、镇
村干部日夜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为
全县人民安全健康筑起了坚实屏障，
全县的疫情防控工作也取得了一定
成效。他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坚决克
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加
强协调配合，把疫情防控抓紧抓实抓
好。坚持“外防输入”，严格查验“两
码”及核酸检测报告，确保不漏一车、
不漏一人，发现隐患及时跟踪管理，
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规范操作流
程，切实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县主要领导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江群）5月 5日，
全县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县
委书记、县长靳武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县一季度经济运行
的成绩突出，特别是GDP增长6.4%，
分别高于全国、全省增幅1.6和1.2个
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2.3%，
高于全市增幅6个百分点，增幅居全
市第二位，其中工业投资增长45.3%，
居全市第二。技改投资增长1765.2%，
增幅全市第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14.8%。后续各乡镇各单位要在
一季度经济运行的基础上奋战二季
度，为实现“双过半”全力以赴。

就做好二季度经济发展工作，会
议强调，各单位、各部门要以主动担
当对标对表找差距的警醒补齐短板
弱项，重视工业、消费、固投、项目建
设等方面的短板问题；要以破釜沉舟
咬定目标不放松的精神奋战二季度，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提高工业生产速
度，在不断深挖消费潜力的同时力争
招商引资实现再突破；要以真抓实干
马上就干抓落实的作风实现既定目
标，各负责人要强化领导，落实责任，
尽最大努力把指标提上来，把任务完
成好，以推动上半年目标任务的圆满
完成。

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李玉 杨泽宇）5月
3日，石台县举行极端情况下突发新冠
肺炎疫情桌面推演+实战演练。县委书
记、县长靳武出席并作总结点评。

本次演练分为桌面推演和实战演
练两部分，模拟仁里镇主城区出现核酸
检测阳性人员，参照真实场景，石台县
从综合协调、流调溯源、应急封控、转运
隔离、社区管控、社会面防控、区域核酸
检测、诊疗救治、信息发布、物资保供等
方面开展桌面推演，从区域静态管理、

阳性结果处置、区域核酸检测、生活物
资保障等方面开展实战演练。

演练结束，靳武代表县委、县政府
向全体参演人员、向长期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慰问和衷心的
感谢。并进行总结点评，靳武指出，此次
演练准备充分、组织有力、流程清晰，参
演人员反应迅速、配合密切、处置得当，
达到了以练促战、以练强能、以练促改
的目的，达到了预期效果，既全面检验
了突发疫情应急处置体系建设，也为提

升石台极端情况下突发新冠肺炎疫情
应急处置能力夯实了基础。

就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靳武要
求，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精神上来，切实巩固来之不易的防
控成果；要强化值班值守，夯实防控工
作基础，确保防疫的各项措施落实到
位，确保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
胜。

靳武指出，疫情防控是对干部能力

和作风的极限考验，全县党员干部要始
终尽锐出战、冲锋在前，县级领导干部
要率先垂范、亲力亲为，抓住轻重缓急，
善于统筹兼顾，各乡镇、各部门要坚持
全县“一盘棋”，服从大局听指挥，分头
把守都尽责。通过共同努力，以最大的
防控力度，保障全县人民生命健康安
全，保障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硬仗，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开展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桌面推演+实战演练”

□ 通讯员 吴爱斌

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又到海拔 800
米的七井高山辣椒栽植时。受国内复杂
严峻的疫情影响，辣椒苗能否正常运到
七井山，一度成为当地椒农普遍担心的
问题。

自上世纪 90年代起，石台县充分
发挥高寒山区独特的气候资源优势，积
极引导七都镇七井山农民调整产业结
构，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产业，经过多年
的发展，高山蔬菜产业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
尤其是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稳步推
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通过

打造七井山高山蔬菜示范区建设，先后
新建辣椒大棚 1500余亩、农产品交易
市场 5个、交易点 40余处，高山辣椒已
经成为当地村民致富大产业。

伍村村阴边组辣椒种植户操礼平
说：“我一没文化、二没手艺，以前一直
在外打工谋生。2021年初，在村干部的
关心帮助下回到家乡发展种植 8亩高
山大棚辣椒，当年获利8万余元。”自前
段时间，因非常担心今年辣椒苗从外地
运不进来，没有辣椒苗栽，操礼平一度
又有了外出打工的念头。

“其实，这些不利因素，党和政府
早就提前考虑到了。”七都镇伍村村党
支部副书记、七井高山蔬菜产业协会

会长汪重祥说，“今年国家为农业生产
资料以及鲜活农产品运输开辟‘绿色
通道’，当收悉省防疫办转发国务院

《关于统筹做好道路货运疫情防控和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工作的紧急通知》
后，石台县委、县政府立即与外地有
关部门取得了联系，七都镇党委、政
府第一时间积极与各相关疫情防控
卡点做好协调工作，在严格防疫措施
的同时全力保障七井山辣椒苗运输车
辆通行。”

“从七井山到和县拉一趟辣椒苗，
全程往返近 600公里，算上装苗时间，
大约需要 10 小时。”运苗车驾驶员胡
善宝说。从 4月 22开始，他每天都去和

县拉苗，车辆在到达和县高速口后，经
过查验行程码、健康码和提供 48小时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卡点工作人员再
对汽车进行消毒，贴上封条实行闭环
运输管理，然后在前来接车的和县苗
铺工作人员引领下进入苗铺装苗。由
于政府部门的协调，他每次拉辣椒苗
往返都很顺利。

连日来，运苗车驾驶员胡善宝驾
驶着载满一箱箱翠绿辣椒苗的货车，
陆续将近 200万株辣椒苗源源不断从
和县育秧工厂运往七井山送到椒农
手中。

“今年能够及时从和县把辣椒苗调
回来，真的要感谢党委政府对农民群众
的关怀。我现在一心只想着怎样把种辣
椒这条致富路走好。”操礼平满怀信心
地说。在协会的统一安排下，他今年还
要种植 8亩钢架大棚辣椒，先接 6亩地
的辣椒苗，经过 3至 4天炼苗环节就可
以定植。

防疫栽椒“两不误”
—— 七井山200万株高山辣椒幼苗及时栽植

本报讯（通讯员李玉 沈瑶）近日，石台县在小
河镇栗阳村举行 2022年度大冲水库防汛抢险演
练。

本次演练模拟小河镇境内普降大到暴雨，大
冲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且开始溢洪，可能发生水库
漫顶垮坝风险。根据预案，进入立即防汛抢险阶段。

演练中，从巡坝查险、会商部署、预报预警、险
情处理、人员转移、物资运送、水上救援等方面开
展演练。各参演部门高度重视、精心准备，使得演
练程序做到方案完善、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保障
有力，演练内容目的明确、有针对性，达到了预期
效果。

通过演练，真正做到以演练找不足、以演练抓
整改、以演练促提升，确保在灾情和险情面前，抢
险队伍能够拉得上、用得着、打得赢，切实保障全
县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大冲水库防汛
抢险演练举行

石台县公信河仙寓镇以上段防洪治理列入今年省“十四五”水利建设重点
工程。该项目位于考山村，防洪治理工程全长10.4千米，总投资4200万元。项目
建设以“防洪保安”为目标，融入水生态、水景观元素，对公信河干流和市里河支
流出口进行防洪提升。图为该工程施工场景。 通讯员 李玉 刘进 摄

5月6日，六都中心学校组织开展以“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为主题的安全
教育集体签名承诺活动。该校把防溺水安全教育纳入常态化工作，并持续多形
式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为全校师生筑牢防溺水“安全墙”，为平安校园建
设提供有力保障。图为学生们在红色
条幅上签名。 通讯员 李永平 摄

□ 通讯员 江雪飞 程诺

近来，家住七都镇三甲村的
朱琳每天穿梭在家、茶山、幼儿园
的“三点一线”，忙得不可开交。下
午3时，朱琳低头在茶树上采摘正
酣时，“叮铃铃，叮铃铃”手机的闹
铃响起，又到了接女儿放学时间，
她赶忙收拾，骑车赶往镇里幼儿
园，看到女儿正和同学们开心地
玩着游戏，朱琳很欣慰。

“我们家是单亲家庭，我独
自抚养女儿，采茶是我的主要经
济来源，经济压力大。”朱琳说：

“ 多 亏 了 幼 儿 资 助 政 策 ，每 年
1000元的补助，减轻我的负担。”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学前教

育更是教育的基础。今年以来，石
台县把发展学前教育作为保障和
改善教育民生的一项重大举措，
为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入
园问题，实现应助尽助、幼有所
育，现已全面启动学前教育促进
民生实事工作。

据学前教育资助具体政策，
资助对象为学前在籍在园幼儿中
脱贫户、低保户、残疾、农村特困
救助供养或孤儿、烈士子女、经济
困难残疾家庭子女、因重病大灾
等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幼儿。
按照每个学生每年 1000 元的标
准资助。

“幼儿园向我们发放了《致家
长一封信》，信上对资助种类、对

象、标准、步骤讲得清楚明白，而
且申请流程也比较简单、易操作。
我向幼儿园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
佐证材料，幼儿园和县教体局进
行审核就可以了。”朱琳说。

目前，石台县学前教育已基
本实现幼有所育。全县 25所幼儿
园本学期在园幼儿 2259人，通过
摸排和朱琳一样家庭经济困难幼
儿 391名，拟资助金额达 19.55万
元。随着学前教育资助系列活动
的开展，切实保障了全县幼儿园
经济困难幼儿公平接受学前教育
的机会和权利，减轻了经济困难
幼儿的家庭负担，使家长和学生
都感受到了温暖和关怀。

真情暖童心 以爱伴童年

珍爱生命珍爱生命 谨防溺水谨防溺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