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责任编辑：汪秀娟

CH I ZHOU

池州市物价局价格监测局提供

日期：2016年5月18日 单位：元/500克

池州市主城区主要集贸市场及周边城市农副产品价格

2016年5月19日 星期四
池州

□ 记者 刘莹

提到九华山风景区九华镇景区
停车场引导员吴小香，接触过她的人
都会不由地想起两个字——“好人”。
对内，她是一名好警嫂，夫妻俩分居
两地，她一个人默默撑起一个家，每
天忙完工作，回家后还要照顾患病的
老人，更要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倾尽心
血；对外，她是一名勤勤恳恳、乐于助
人的好员工，同事、朋友，谁家有困
难，她总是主动帮忙，从来没有半句
怨言。

闵园社区一座寺庙内有一位年逾
八旬的老师太，孤苦无依，吴小香主
动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山间气温变化
大，吴小香便将自己新买的棉袄拆
掉，一针一线制成大衣给老师太御
寒。

2007年的一天，吴小香像往常一
样来到停车场上班，在打扫卫生的时
候，捡到了一个男士钱包，内有近万
元现金，还有身份证和一些银行卡。
吴小香问遍了附近的人，都没有找到
失主，下班后继续留在停车场等待失
主。晚上，当失主找了过来看到仍然
在等待的吴小香时，当场掏出两千块
钱，而她只是说了声：“我下班了，要
回家了。”

作为一名警嫂，吴小香更是全
力支持丈夫的工作。2015 年 7 月下
旬，吴小香的丈夫在工作中发现一
名精神异常的年轻女孩，并将其接
到了派出所。可女孩始终无法说清
自身情况，只知道叫“小燕”。派出
所安排小燕住在九华山的一个宾馆
里，因其举止异常，宾馆的工作人
员都不愿意照顾她。得知这件事
后，吴小香主动前往宾馆照顾小
燕，为她做丰盛可口的菜肴，清洗
衣物；在小燕半夜哭闹时轻声细语
的安慰她……就这样，一直等到丈
夫联系到小燕的家人并将其送回新
疆的家乡。

数十年来，这些平凡却动人的
事迹数不胜数。面对别人的赞誉，吴
小香总说，人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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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池讯（通讯员赵冬至
汪胜君）连日来，贵池区各地
密集开展防汛抗洪演练，其中
区级演练3场，镇街道19场，
村级100多场，演练科目包括
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防巡查
抢险、转移安置群众、水上搜
救等，参演人数超过4000人。

受天气条件等多种因素

影响，今年防汛形势任务艰
巨。据区水务局负责人介绍，
当前，主汛期临近，通过开展
大范围的实战演练，旨在进一
步提高群众的防灾意识，检
验、巩固和提高本地应对突发
险情灾情的快速反应和实战
处置能力，做好防大汛、抗大
险的前期准备工作。

贵池密集开展
防汛抢险实战演练

□ 记者 倪晓春

位于青阳县蓉城镇五溪新区的
青阳县大九华圣武雕塑有限公司是
青阳县招商引资的文化产业，主要生
产生漆脱胎、木雕、铸铜等高精密雕
塑工艺品，其中生漆脱胎和黄杨木雕
工艺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司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与发
展，以中国源远流长的佛教造像文化
为底蕴，将古老的生漆夹纻技法和现
代工艺相融合，兼收并蓄，在艺术设
计与传统脱胎、彩绘贴金等方面都具
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现已成为国内较
大规模的旅游纪念品与宗教艺术品
生产企业。

为了更好地融合文化和旅游产
业发展，公司积极参加省、市主办的
各类旅游商品展，参与了市外事办主
办、青阳县旅游外事局承办的“韩国
文化交流团”接待工作，向韩国交流
团演示了传统泥塑和泥雕工艺，并于
2015 年新建了功能更加完善，集研
发、生产、展示、销售为一体的大型展
示中心。

“十二五”期间，该公司各项生
产、研发工作如火如荼，先后荣获“安
徽省旅游商品生产示范企业”、“安徽
省‘五进’活动示范点”等称号，公司
艺术总监徐建武于 2014 年获评“安
徽省工艺美术大师”，公司生产的“生
漆夹纻”旅游工艺品“谛听”荣登“安

徽省旅游必购商品”榜单。
今年来，该公司紧紧围绕市政府

“十三五”旅游规划，深入挖掘青阳文
化特色，做好“旅游商品示范企业”的
领头人，充分利用旅游商品行业优
势，在本着追求雕塑真、善、美的艺术
价值，力求将最庄严的雕塑工艺品奉
献给广大客户的同时，认真做好旅游
服务，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
享有良好局面。

实施文旅融合 打造特色品牌
本报讯（记者王嵘）

近日，池州检验检疫人
员发现一批从泰国进口
的粗甘油粗的含量严重
不符合合同要求，且无
利用价值，经协商后对
该批粗甘油做出了退运
处置。

据了解，该批粗甘
油 共 611.82 吨 ，货 值
11.6 万美元。安徽红阳
化工有限公司之前从此
泰国供货商进口了2批
次粗甘油，品质均优于
合同要求。但本次进口
粗甘油的含量严重不符

合合同要求。
为帮助企业挽回经

济损失，池州检验检疫
局要求企业立即将该情
况通报泰国供货商，并
建议泰国供货商委派第
三方参与抽样检测。后
经相关方面检测，该批
粗 甘 油 的 含 量 仅 为
46.38%，严重不符合合
同规定的不低于85%的
要求。经过细致周到的
沟通，最终促成该企业
与泰国供货商达成退运
协议，有力地维护了企
业的合法利益。

一批不合格
进口粗甘油遭退运

本报讯（记者陆寒芳）目前 2016
年高、中考报名工作已顺利结束。全
市高考报名人数为14180人，比去年
减少1024人，其中文史类3572人、理
工类8891人、艺体类1674人、科大少
年班43人。全市中考报名人数13806
人，比去年减少248人。

据介绍，今年教育部在2016年
高考招生中继续加大农村专项计划
的力度，其中贫困地区国家专项计
划为6万人，比上年增长20%，高校
专项和地方专项也有不同程度的增

加。石台县属于贫困县，凡具有石
台当地连续 3 年以上户籍和当地高
中连续 3 年学籍并实际就读、父母
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籍的考
生，可以报考国家和高校专项计
划。全市具有农村户籍的考生可报
考地方专项计划。

此外，2016年中考政策有三个方
面变化：中考体育分值为50分，比去
年增加5分；对示范高中指标到校生
即定向生将取消线下分数线门槛；今
年省、市示范高中学校将在招生计划

内，按照政策招收择校生。录取政策也
有所调整，将按照定向生、统招生、择
校生的顺序进行录取。

为保障高考外语听力考试顺利
进行，我市各考区、考点将成立由有
关负责同志、考务工作人员、技术专
家、外语专家等组成的高考外语听力
考试工作小组和由考务人员、听力操
作技术人员及电力、广播设备保障人
员组成的应急处置小组，负责听力考
试的组织实施和听力考试偶发事件
现场研判及应急处置。

2016年全市高、中考报名人数下降
招考政策有部分调整

□ 记者 李玲

5 月 17 日，初夏的阳光有点火
辣，青阳县丁桥镇牛山村联盟中心村
建设景象同样热火朝天。村里的美丽
乡村建设工地上人声鼎沸，这边在砌
文化墙，那边在修健身广场；山坡
下，民房前，村民们一边料理着刚刚
种下的中药材，一边谈论着美丽乡村
建设的美好前景。

牛山村辖 25 个村民组，837 户，
3080 口人，村域面积 12.3 平方公里。
今年，该村联盟中心村被确定为省级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省级示范点就
要干出个示范的样子来”，丁桥镇武装

部长兼美丽办主任苏毅表示。为此，
联盟中心村美丽乡村建设除了实施改
水、改厕、绿化等规定动作外，将壮
大特色产业作为重点，以更高标准打
造美丽乡村“升级版”，带领全村居民
齐心协力描绘村美民富小康美景。

牛山村地形以丘陵为主，适合种
植丹皮、杜仲、白芨等中药材。做大
做强中草药种植产业，打造原生态中
草药种植特色村落，成为牛山村产业
兴村的重要举措。

牛山村民有种植中草药的传统，
品种以丹皮和杜仲为主，2006年曾被
省农委命名为“中药材种植特色专业
示范村”。2011 年，该村成立了中药

材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抱团闯市
场。这几年丹皮的价格跌得厉害，很
多家的丹皮都在地里没卖。去年，村
两委和合作社开始引进市场前景看好
的白芨与黄精。全村共种植80亩左右
的白芨，两三年成材后，每亩可收益
十多万元。牛山村第一支书凤尔鹏介
绍说，乘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今
年村里申报了《国家扶持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试点》项目，争取在2017年初
初步形成东、南、北三个种植基地，
三四年后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

牛山村还有一个传统特色农产品
——“石壁霉豆”。2008年，“石壁霉
豆”被认定为青阳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今年正在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每年11月至第二年2月，是“石
壁霉豆”的最佳生产期，周边城市都
有商家前来订货。下一步，牛山村将
在全村推广“石壁霉豆”制作工艺，
通过微信、电商等宣传平台来宣传这
一传统美食，把“石壁霉豆”技艺传
承下去，发扬光大，成为牛山村民的

“致富宝”。

产业先行带动 新村同步建设

5月16日，九华山风景区行政执法局组织党员及客服中心
导游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

此次活动以“我免费服务，您旅游快乐”为主题，向游客发放
文明旅游倡议书、接受游客现场咨询、推介旅游线路、为游客提
供免费讲解和提供指引服务等。 通讯员 鲍康武 摄

本报讯（记者倪晓春）记
者从市司法局获悉，今年以来，
该局立足实际，制定并实施了
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民生工
程办案质量、服务质量、经费管
理和政策宣传等“标准”。据悉，
截至4月底，全市共办理各类
法律援助案件1037件，占全年
目标任务的38.1%，其中刑事
案件133件，民事案件904件，
为民工讨薪322万元。

该局对照《安徽省法律援
助案件管理质量标准》等七个
质量管理文件，汇编《池州市
法律援助质量管理手册》，在
法院、检察院、看守所、劳动监
察等部门以及各个乡镇建立
工作站，建立县区法援中心与
律师事务所援助协作机制，有

效解决律师资源不足问题。并
制定法律援助“责任清单”和

“工作流程清单”，开通法律援
助在线申请、在线咨询平台，
法律援助管理系统实现与律
师、公证、司法鉴定管理系统
关联应用，与民政、残联、工会
等部门对接，建立了低保人
群、优抚对象、贫困重度残疾
人、城镇困难职工、孤儿等群
体信息库。同时，联合市财政
局修订《池州市法律援助经费
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保障
措施、列支范围、案件补贴标
准以及经费使用监督等方面。
此外，推广“互联网＋法援”新
模式，发挥12348法律援助专
线作用，为全体公众提供法律
咨询，强化“面对面”宣传。

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
民生工程实施“标准”制定

5月18日，由市文物局和市博物馆主办的201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在市博物院城隍庙开幕，本届主题
为“博物馆与文化景观”。在传统的傩戏声乐中，副市长桂林为池州傩文化陈列展揭牌，标志着我市第一个系统展示
傩文化的展厅开展。活动当天，承办单位池州市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和傩艺团还为广大市民带来了傩戏《孟姜女·洗
澡结配》、《刘文龙和番记·分别》等精彩节目。图为演出现场。 记者 左泽川 王嵘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徐婷）5月16
日，市人社局发布公告，市直
单位将公开遴选和选调12名
工作人员。其中：机关公务员
8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4名。

此次机关遴选范围为：各
县、区及以下机关（参公单位）
公务员（参公管理人员，含锻
炼期满符合条件的选调生），
不包括江南产业集中区、池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九华山、平
天湖风景区管委会本级及直
属机构的公务员（参公管理人
员）。垂直管理单位人员不参
加遴选。事业单位选调范围

为：我市县、区及以下事业单
位在编在岗人员（垂直管理单
位人员不参加我市选调），不
包括江南产业集中区、池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九华山、平天
湖风景区管委会直属事业单
位。其中，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可以报考差额拨款
事业单位工作岗位，差额拨款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得报考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岗位。
考生可登录池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网（www.ahc-
zhrss.gov.cn）查询具体的岗位
及报名程序。

市直单位将公开遴选
和选调12名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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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一 一级散装
一级桶装(金
龙鱼)

后座统货
新鲜完
整场蛋

新鲜
统货

活300克
左右

活750克
左右一条

新鲜
一级

翠柏路菜场翠柏路菜场翠柏路菜场翠柏路菜场 2.4 8.5 62 17 4.95 30 9 4 2.5 4

毓秀门菜场毓秀门菜场毓秀门菜场毓秀门菜场 2.5 8.5 65 17 4.6 32 10 3.5 2 2.5

红光菜场红光菜场红光菜场红光菜场 2.5 9 60 17 4.95 30 8 5 2.5 2.5

永胜巷菜场永胜巷菜场永胜巷菜场永胜巷菜场 2.7 10 65 17.5 5.85 10 5 3 3.5

汇景菜场汇景菜场汇景菜场汇景菜场 2.6 10 65 17 5.4 9 6 2.8 3

青阳路菜场青阳路菜场青阳路菜场青阳路菜场 2.5 9 17 4.95 30 8.5 4.5 2.5 3

永辉超市永辉超市永辉超市永辉超市 2.68 54.8 15.58 3.38 31.8 7.98 3.58 1.48 1.58

铜陵铜陵铜陵铜陵 2.45 8.5 48 15 4.5 30 11 5 2 3.5

黄山黄山黄山黄山 2.4 8.5 43 16 4.3 33 9 8.5 2.5 4

安庆安庆安庆安庆 2.6 8.5 42 15 4.8 31 8.5 3.5 2.5 3.5

 菜场名称     品名规格 

青菜 大白菜 黄瓜 白萝卜 西红柿 土豆 青椒 冬瓜

新鲜
一级

新鲜
一级

新鲜
一级

新鲜
一级

新鲜
一级

新鲜
一级

新鲜
一级

新鲜
一级

2.5 2.5 2 1.8 4 3.5 3 3.5

2.5 1.2 2.5 1.5 3.5 3.5 2.5 3.5

2.5 1.8 2 2 4 3.5 3 3

3 2.5 2.5 2 4.5 3.5 4 4

3 2.5 2 2 4 3.5 3.5 3

2.5 2 1.8 2 3.5 3.5 3.5 3

0.69 0.88 0.99 1.28 2.98 2.58 1.98 1.18

2.5 1.5 2 2 4 3 3 5

4 2 2 2 4 3.5 3 3

3 2 2 2 3 3.5 3 3.5

东至讯（通讯员胡佩珍
张治平）5 月 18 日上午，东至
县首家公办民营尧渡镇养老
院正式运行。

尧渡镇养老院北靠省级
风景区大历山、西临206国道，
距县城10公里，交通便利，风
光秀美，是该镇社会福利中心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院建
筑面积2500平方米，拥有床位
56个。院内安装有安全监控、
呼叫系统，设有阅览室、棋牌
室、健身房、医护室、理发室、

小超市等，厨房配备了全套现
代化专业餐饮用具。

该镇养老院自2013年运
行以来，先后接纳代养社会自
然老人 40 余人，赢得了社会
各界良好口碑。为进一步把养
老事业做细、做实、做大、做
强，该镇推行“公办民营”模
式，采取公办养老设施对外租
赁、委托代管等方式，公开对
外竞拍发包。通过众多慈善有
识之士竞标，该县商火钱最终
获得三年经营权。

东至首家
公办民营养老院正式运行

本报讯（记者 倪晓春）今
年以来，青阳县立足水稻、花
木、畜禽和茧丝四大特色、优
势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健康快
速发展。

该县以县新禾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为龙头，
建立万亩优质米示范基地，辐
射发展丁桥、新河、蓉城等乡
镇优质米生产基地 10 万余
亩。同时，在童埠圩、庙前镇、
乔木乡建成红豆杉、桂花、红

叶石楠等优质苗木基地1.5万
亩，目前已形成规模珍稀植物
园。大力发展以庙前镇、新河
镇为重点的皖南土鸡养殖基
地建设，同时依托省级肉禽产
业发展项目，在庙前镇十字村
建成高标准皖南土鸡标准化
生产小区。此外，该县充分发
挥庙前“蚕桑重镇”的优势，建
立万亩高产桑园生产基地，推
动现代蚕桑业发展。

青阳立足特色优势产业
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