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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秦峰）日前，依
据“池州市诚信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九华山神光岭生态农发公司被
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列入
2017 年第 6 期池州市诚信“红名
单”。

作为传统行业，茶行业有着非
常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诚信经

营就是行业立业之道，兴业之本。
那些能够做成屹立百年而不倒的老
字号们，无不是把诚信经营奉为至
宝。九华山神光岭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坐落于九华山风景区核心
景区内，是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这些年来，这个公司坚定
地认为：打铁需得自身硬，只有自

己把品质做好了，才能赢得老百姓
的信任，才能成为消费者心目中的
金字招牌。

记者了解到，九华山神光岭生
态农发公司通过国家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的扶持，修建了茶园观光步
道、沟渠，沙石路，对茶园土壤进
行了改良，增施了菜籽饼肥，茶园

基地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为大力
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打下了基
础，茶旅一体化发展已经启程。近
几年，这家茶企的茶叶产量逐年增
长，但高档绿茶产量因遭受恶劣天
气的影响有所下降，这家茶企生产
的“闵公茶”销售市场仍供不应
求，尽管如此，企业也不掺杂使
假，百分百做到了每一片茶叶都来
自原产地。同时，合作社生产的

“神光岭”牌九华佛茶销售市场稳
定，合作社社员收入平均每户增长
了5%。

九华山神光岭生态农发公司的
宗旨是“顾客是上帝，同行是朋
友，您的满意是我们的追求！”抱
紧茶叶这个富民产业，公司努力将

“神光岭”牌茶叶做大做强，让更
多的人知晓神光岭茶叶的美名，让
九华山的茶香播撒更广更远。

九华山神光岭生态农发公司：

诚信经营让茶香飘的更远

【话题】近日，有微友致电反映，出租
车作为城市“名片”，是一个城市对外的窗
口。可是，池州火车站出站口不少出租车拉
客、拼车，有损池州的城市形象，希望相关
部门能够加强管理。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兮之若秦”：今天刚刚遇到一起，而且
出租车司机态度也不好，既然发现问题，盼
尽早处理，太影响文明城市形象了。

“龙虎精神”：难怪了，现在我才知道为
什么火车站出站口有那么多出租车堵在那儿
了，搞得交通严重拥堵。车站里面的前头出
租车“吃撑死”了，后面的车“饿死”了。
大家都不容易，“饭”还是大家分点吧！像外
面城市一样排队，按顺序走多好？

“缘份天空”：这也不能全怪出租车司
机，也有些乘客为了贪小便宜，不跟司机打
表，愿意拼车，这样才形成今天的局面。还
有池州站门口的通道设置也不合理，跟别的
城市火车站通道也不一样，所以后面的车辆
有时走不掉，驾驶员才不进去，导致在外面
拉客现象乱象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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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诚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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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微友评论摘自池州新闻网
微信，欢迎关注，欢迎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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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又一项全
国性体育健身盛事
在池州开幕！

来源：“池州新闻网”微信
（ID：czxwdy）

本报讯（记者齐蕾）市民汪女士的丈夫之
前因为车祸进行过开颅手术，术后后遗症使
其丈夫患上精神残疾，如今她想替丈夫办理
残疾证，却不知道如何办理。

近日，记者咨询到市残联，工作人员表
示，办理的市民需符合国务院制定的《中国实
用残疾人评定标准》的视力残疾、听力残疾、
言语残疾、智力残疾、肢体残疾和精神残疾的
人员。乡镇居民需持村委会介绍信到户口所
在乡镇残联审核登记盖章后，由本人在法定
监护人（无监护人可由亲友或村居委指定专
人）陪同下，持本人身份证及身份证复印件、
户口本、彩色寸照3张和病历或相关病情资料
到残联办理。城镇职工办理则要持单位介绍
信、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户口本、彩色证件
照3张、有关病情资料、工资单、劳动合同、养
老保险到残联办理。

值得注意的是，到县级残联办理要对申请
人的残疾情况进行评定，残疾比较明显，能明
显判断残疾情况的，残联可直接办理。残疾不
明显的，须出具县级以上医院的相关病历证
明。精神、智力残疾出具市精神鉴定中心证
明。听力、言语、视力残疾出具村居及单位证
明，致残时间、原因，并附县级以上医院证明。

丈夫术后出现后遗症
想替他办张残疾证

→

中职学校：从事业收入
中足额提取5%的经费，用于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减
免、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
难补助等。

普通高中：从事业收入
中足额提取3%的经费，用于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减
免、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
难补助等。

记者了解到，除了这些
民生类的资助项目外，我市
还有一批其他类别的资助
政策，具体如下：
1、惠民实事类

市政府特困大学生救
助：从 2004 年开始实施，由
市政府设立救助基金，计划
救助 300 人，救助资金 120
万元。
2、高校新生入学项目类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使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润雨计划专项资金资助普
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到校报到。资助款用于一
次性补助家庭经济困难新
生从家庭所在地到录取院
校之间的交通费及入学后
短期生活费。

资助标准：省内院校录
取的新生每人 500 元，省外
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 1000
元。资助比例约占高三毕
业学生数的4%左右，每人按
625元的标准下拨。
3、政府其他部门资助类

市总工会“金秋助学”：
主要针对困难职工、困难农

民工家庭子女考入大学提
供助学帮扶。平均每人每
年3000元。

计生委人口基金助学
行动：资助对象为当年考入
国家计划内全日制普通高
校的学生，具体条件为计划
生育独、双女户困难家庭的
女孩，单亲特困和因重大疾
病、灾害等特殊原因造成家
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城乡计
划生育家庭子女等。助学
金通过“一卡通”打卡的方
式发放到受资助的学生手
中。平均每人1500元。

团委“希望工程助学”
行动：主要是企业捐资助
学。对象主要是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标准：每人
每年4000元。
4、社会资助类

仁众教育基金。补助
的对象主要为：考入京津沪
地区“985”大学的池州籍的
新生。标准每人一次性资
助3000元；考入京津沪地区
二本以上大学的家庭经济
特别困难的池州籍大学生
每人资助6000元；考入非京
津沪地区大学孤儿资助每
人资助5000元；对已在京津
沪地区就读的家庭经济特
别困难的池州籍大学生每
人每年资助3000元。

另外，记者还得知，每
年春节前，我市还会开展爱
心资助在校孤儿活动。标
准为每生每年600元。由监
护人为孤儿添置一套新衣、
一双新鞋，添置一些必备的
学习用品，帮助他们快乐过
春节。

从幼儿园到大学，我市寒门学子可享受一系列资助政策。近日，市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解读资助政策并公布咨询投诉电话，方便贫困学生申请资助金——

学前教育AA
所资助的学校为：全市公办

幼儿园（包括企事业单位、机关、
团体、驻池单位举办的公办性质
园）和经认定的普惠性幼儿园。

具体对象为：经县区民政部
门确认享受农村低保或城镇居民
低保家庭的幼儿；孤儿和残疾幼
儿；烈士子女。另外，还资助因重

大疾病、意外灾害等原因导致影
响家庭基本生活的特殊苦难家庭
幼儿。其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可资助。1、父母双方有一方亡
故，另一方为无劳动能力的残疾
人或因患重大疾病需长年医治；
2、父母双方或一方患重大疾病需
长年医治，并已丧失劳动能力；3、
父母双方均属无劳动能力的残疾
人。资助按学年（秋季）申请，标
准为600元/学期。

争取不让一个孩子因贫辍学
再过二十几天将迎来开学季。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和家长来

说，上学的学费、生活费又成了忧心的问题。昨日，市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工作人员就学生资助政策给出了详细的解读。同时，公布
了各个县市区资助电话，方便学生和家长及时了解我市资助政
策、明明白白去申请资助，争取不让一个孩子因贫辍学。

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行
“两免一补”。即免学杂费、免教科
书费、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

义务教育学校补助公用经
费：农村小学生均标准为525元，
农村初中生均标准为 725 元，城
市小学生均标准为 264 元，城市
初中生标准为375元。特教学校
按初中标准的5倍补助。

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国家免费提供
教科书，城市低保家庭学生享受
免费提供教科书。免费教科书补
助资金标准：小学生每生 90 元，
初中生每生180元。全市每年免
教科书资金1900万元。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寄宿
生生活补助：补助标准为小学 4
元/天，初中 5 元/天，全年按 250
天计算。

义务教育BB

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
对象为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
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
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标
准：每生每年2000元。非涉农专
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在校学生
的15%确定。

中职学校免学费：资助对象
为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
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学生中所
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
专业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
费（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
外）。补助标准：每生每年 2000
元。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在
校城市学生的10%确定。

中等职业学校CC

资助对象为普通高中在校生
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面
要达到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
20%以上。资助标准：按在校生

总数的 20%确定资助人数，平均
每生每年 2000 元。我市资助标
准分三档，即在 1000 元、2000 元
和 3000 元范围内确定。市本级
全年计划资助 820 人，资助资金
123万元，市级配套约50万元。

DD
普通高中
国家助学金

咨询、投诉电话号码公布

单 位

池州市教育局

贵池区教育局

东至县教育局

石台县教育局

青阳县教育局

九华山教育局

中职、高中学生
资助

0566-2317823

0566-3219849

0566-7026917

0566-6029538

0566-5029016

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

0566-2317823

0566-3219849

0566-7026917

0566-6029538

0566-5029016

0566-2811156

学前教育资助

0566-2317823

0566-3219849

0566-7026917

0566-6029538

0566-5029016

0566-2811156

记者 钱雪梅

我市2017年普通高中
录取9341人
本报讯（记者张敏）日前，记者从市教体

局了解到，我市 2017 年普通高中录取工作已
于本月8日顺利结束，录取工作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做到严格按计划、按批次、
按分数、按志愿进行录取。

据了解，今年全市共录取 9341 名普高新
生，其中录取本市中考考生 9314 人，录取具
有本市户籍、在外省参加中考的考生27人。

据统计，今年省示范高中批次共录取5716
人，市示范高中批次共录取 2987 人，一般普
通高中 （含民办普通高中） 目前共录取 638
人，民办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将于9月份补录。

@池州人，这四
家县级医院参加按
病种收费改革试点，
赶紧来看看

来源：“池州发布”微信
（ID：czfb0566）

本报讯（记者余冰瑶 实习生王大成）8月9
日上午，记者从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获悉，通过签
约我市旅行社，赴九寨沟旅游的游客共有 14
人，经联系核实，目前这14名游客均已确认安
全。

根据8月9日上午最新统计的数据，地震发
生时，我市有三家旅行社发团的14名游客在九
寨沟旅行，其中有6人仍在九寨沟，6人已经在
成都，还有2人正在赶往成都。据介绍，仍在九
寨沟的6名游客均是石台县人，8月6日从九华
山机场出发。9日上午，这6名游客确认平安，
但是目前无法通过电话取得联系。

“昨晚9点多看到新闻后，我第一时间和前
方游客进行联系，但当时电话一直打不通。当
晚10时20分左右，其中一名游客与家属取得联
系，确认安全。”8月9日上午，安徽石台牯牛降
旅行社总经理杨月琴告诉记者，家属确认游客
安全后，跟旅行社通过电话。据杨月琴介绍，此
次他们公司发团了6名游客前往九寨沟，8月9
日凌晨4点左右，其中一名游客借来充电宝致
电旅行社报平安，并介绍了相关情况，同时商量
后续行程。据介绍，地震发生时，这6名游客正
在九寨沟县城一家酒店用餐，“后来大家紧急疏
散到酒店前面的广场，然后一晚上大伙都在广
场上过夜的。”

据悉，这6名游客均准备尽快转至成都，提
前结束行程返回家乡，但由于交通受阻等原因，
目前尚在协调中。池州另两家发团前往九寨沟
的8名游客目前均已撤离至成都或正在去成都
的路上，并准备返程。

“我们发团的两名游客今晚就能到达成都，
到时取得联系后会商量下一步的行程安排。”8
月9日下午，池州康辉旅行社相关负责人说道。

我市14名
九寨沟游客已报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