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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进行中……黄山学校2016秋季招生预约登记
面向全市招收：高一新

生（150 名），七年级新生
（200名），小一年级新生（60
名），高三文理、艺体补习生。

高中立德实验班 艺术体育特长班 初中“英才计划” 小学“双语班”

特别声明：歙州学校、紫阳学校无任何形式与其他学校合作办学，广大学生家长谨防受骗！ 投诉电话：0559-6810666 6861166

品牌力量
成就人生

学校代码：405

开拓创新
精英教育

小学·初中
■ 报名地点：歙县百花台

歙州热线 15005591166 0559-6510022
0559-6810666

招收文理科高考复习生
成绩提高不满100分 全额退还学杂费

中考复习生报名电话：0559—6861166 13395591166
报名地址：歙县紫阳路紫阳学校（县交警大队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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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 7 月 26 日下午就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
革，要坚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
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全面
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
策性问题，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进
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
强军队活力，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
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
防和强大军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坚强力量保证。

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
小组专家咨询组副组长蔡红硕同志就这
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
了他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
指出，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军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改革创新步

伐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国防和军队建设
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纵观全局，审时度
势，应对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贯彻落实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
目标和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履行好军
队使命任务，都要求我们以更大的智慧和
勇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市委换届工作已全面展开，为保
证换届工作平稳、健康、有序开展，现
将中央纪委机关、中组部的“九严禁”
纪律要求予以公告。

一是严禁拉帮结派，对搞团团伙
伙、结党营私的，一律给予纪律处分。

二是严禁拉票贿选，对在民主推
荐和选举中搞拉票、助选等非组织活
动的，一律排除出人选名单或者取消
候选人资格，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
分，贿选的依法处理。

三是严禁买官卖官，对以谋取职
务调整、晋升等为目的贿赂他人或者
收受贿赂的，一律先停职或者免职，
并依纪依法处理。

四是严禁跑官要官，对采取拉关
系或者要挟等手段谋取职务或者职
级待遇的，一律不得提拔使用。

五是严禁造假骗官，对篡改、伪
造干部档案材料的，一律对相关人员
给予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六是严禁说情打招呼，对搞封官
许愿或者为他人提拔重用说情打招

呼的，对私自干预下级干部选拔任用
的，一律记录在案，情节严重的严肃
追究责任。

七是严禁违规用人，对突击提拔调
整干部、超职数配备干部和违反规定程
序选拔任用干部的，一律宣布无效，并
视情节对相关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八是严禁跑风漏气，对泄露、扩
散涉及换届人事安排等保密内容的，
一律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九是严禁干扰换届，对造谣、诬
告他人或者妨害他人自由行使选举
权的，一律严厉查处，涉嫌违法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市纪委举报电话：0559-12388
市 委 组 织 部 举 报 电 话 ：

0559-12380，短信：18455912380
举 报 网 址 ：http：//www.hsxfw.

gov.cn/12380/

中共黄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黄山市委组织部
2016年7月27日

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公告

7月26日19时17分许，屯溪区阜上路原长途客运站发
生火灾，截至24时，明火基本被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

由于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和现场灼热环境，在火灾救援
现场，5名一线官兵在扑救过程中脱水昏迷，均已及时被送
往医院救治，目前各项生命体征正常。

7月26日19时17分许，黄山市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
报警，称屯溪区阜上路原长途客运站发生火灾，无人员被
困。接警后，市消防支队立即调派消防官兵前往现场开展
灭火救援工作，公安部门调集公安民警赴现场维护秩序。
市委主要领导及市、区有关领导及时赶赴现场指挥火灾处
置。

据了解，现场起火建筑物为原长途客运站候车厅（砖混
结构，后分割成七间店面作为百货批发及仓库使用）和处于
闲置状态的交通宾馆（七层砖混结构，2007 年以来一直处
于闲置状态，列入黄山市2017年棚户区改造计划），总建筑
面积6033平方米。

经初步排查，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 1100 平方米，火灾
主要区域为出租的七间店面，主要燃烧物为百货（水果、布
匹、箱包、酒店用品、电器和物流物品等），未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市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调查及善后工作，
火灾原因及损失正在进一步调查统计中。

原长途客运站大火昨凌晨被扑灭运站大火昨凌晨被扑灭

△27日凌晨，消防官兵在检查灭火情况，防止
死灰复燃。 詹强华/摄

经过消防官兵一整夜的奋力扑
救，市中心城区的一场燃烧了 5 个
小时的大火于 27 日凌晨被扑灭。
起火地点为原长途客运站候车厅，
对面就是小商品批发市场，这里人
流、物流密集，若非武警消防、公安
等部门快速反应，扑救有力，后果将
不堪设想。目前火灾原因正在进一
步调查。然而，也给我们再次敲响
了安全警钟。

俗话说，火灾猛于虎。眼下正是

酷暑时节，气温居高不下，天干物燥，
雷电、大风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加大，
季节性消防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消
防安全，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
合”的方针。对此，各级各有关部门
首当其冲的是要全面落实消防安全
工作责任，认真分析研判消防安全形
势，查找本地消防安全薄弱环节，结
合实际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切实增强
夏季火灾防控工作的针对性。

在此基础上，一手抓消防安全隐

患整治，一手抓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要把工贸企业和“三小”场所消防隐
患彻底整改到位，铁腕整治违规，该
查的查、该封的封，不留情面、不留余
地；要加强公共消防基础建设，以火
灾隐患整治为契机，夯实消防安全基
础，提升消防防控能力。同时，还要
结合夏季高温、用电量大、旅游旺季、
农忙时节、易燃易爆危险系数高等特
点，深入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全面提
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做到消防常识
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防患于未然。我们要从“7·26”
火灾中汲取教训，把火灾等各类安
全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最大
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火灾猛于虎 防患于未然

△大火终于被扑灭，消防官兵累得席地而卧。潘成/摄

▷受灾商户正在搬运货物。 潘成/摄

本报讯 记者闫冲冲报道 记者
日前从市旅委获悉，上半年全市共接待
游 客 2299.1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1.26%，旅游总收入 205.37 亿元，同比
增长 13.31%。其中入境游客 77.32 万
人次，同比增长10.47%，创汇2.65亿美
元，同比增长10.31%。

我市着力推进“旅游+”，丰富旅游
产品供给，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以

“旅游+农业”壮大乡村旅游，把全市作
为乡村旅游目的地进行整体打造，完善
乡村旅游质量标准体系，系统开发徽州
民宿、农事体验等多元业态；以“旅游+
工业”开发特色旅游商品，积极推进徽
州四雕、徽墨歙砚、茶叶、干笋等徽州特
色旅游商品规模化生产，加快培育旅游
商品龙头企业和专业村、专业户，使旅
游购物消费占旅游收入的比重明显提
高；以“旅游+体育”发展体育产业，加
快推进“黄山 168”国际徒步探险基地
建设，开发一条串联山脉、古道、古村落
等户外资源的徒步探险顶级线路，确保
今年举办首届纳入法国环勃朗峰赛
（UTMB）积分体系的世界级国际越野
赛事；以“旅游+休闲度假”丰富新兴业
态，以“慢生活、慢旅游”为主题，系统开
发教育研学、健康养生、新型养老、户外
运动等新兴业态，不断满足休闲消费快
速增长的需求。

境内外市场旅游开拓有声有色。
积极推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核

心区建设，区域联动强化“山水皖南
文化徽州”品牌宣传；借助上海迪士

尼开园、杭州 G20 峰会机遇，深化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合作，对接杭州打造“名
城名山”、“山盟海誓”特色旅游品牌、

“新安江旅游”区域线路产品，策划在上
海地铁、迎宾大道、重点社区投放灯箱、
高炮、形象广告。在开拓境外市场方
面，与主要客源地国家（地区）骨干旅行
社合作，签订并落实输客合作协议；实
施小分队促销，组织赴泰国、柬埔寨、马
来西亚开展旅游宣传促销，直接促成马
来西亚国家旅游促进局主席黄朱强、印
尼国家旅游部阿里夫·叶海亚分别率团
来我市考察；组织赴欧美开展促销，与
31家欧美旅行商对接，寻求长期合作。

旅游改革创新探索推进。我市在
黟县、黄山区、黄山风景区全域和中心
城区屯溪老街、高铁北站、火车站等区
域，探索实施旅游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
罚权，从源头解决旅游监管职能和手段
有限、监管力量薄弱、旅游监管职能交
叉等问题，目前已将试点方案上报省政
府。积极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推
动探索建立大黄山国家公园、景区创A
升 A，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持续推进旅
游景观全域优化；稳步推进齐云山创建
国家 5A 级景区、太平湖创建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和中国徽文化国际特色旅游
目的地创建等工作，进一步提升景区品
质。

“旅游+”深推进
上半年我市旅游业量效齐增

本报讯 记者殷元元报道 今年入
伏以来，我市持续高温，全市供电部门在
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开展输
变配电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和带电检
测，多措并举切实做好迎峰度夏工作，全
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7月24日上午8时许，记者在屯溪区
徽山路看到，黄山供电公司配电运维班工

作人员正在对这里的输电线路、变压器等
进行细致排查。工作人员方海波告诉记
者，因为天气炎热可能会对变压器等设备
产生影响，所以市供电公司派出十余组
20 多名工作人员，每天白天冒着高温步
行五六个小时对所有输电线路、变压器
等，尤其是老旧小区电力线路进行全面巡
视和检测，看看变压器等设备有没有过

热，过热的话就要马上上报给供区，及时
进行消缺处理，确保大家用电安全。“我们
的抢修班也是 24 小时值班，如果有故障
发生，市民可以打 95598，我们的抢修人
员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为市民服务。”方
海波说。

据了解，为保障高温天气下我市生
产生活用电安全，市供电公司启动了迎

峰度夏安全生产工作，提前做好专项排
查，全面整治设备隐患，保证全网全接线
运行，确保所有设备全力投运，居民能够
正常用电；对临时产生的路障，基本采取
带电作业检修，尽量减少停电对百姓工
作生活的影响。继续加强对设备的巡
视，特别是在晚上用电高峰期，加班加点
对变电站设备和 10 千伏线路进行远红
外巡视，及时掌握线路设备在高温、重载
情况下的运行状况，最大限度确保居民
生活、重要用户和农业生产用电。同时，
加强应急处置和现场抢修安全管控，认
真贯彻落实管理人员到岗到位制度，保
障迎峰度夏安全用电。

市供电部门迎峰度夏保供电

本报讯 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
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起步
之年、攻坚之年。歙县各地迎难而上，
真抓实干，奋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确保全面完成全年易地扶贫搬迁目
标任务。

这些天，歙县岔口镇文山村文书吴
小华，天天奔波穿梭于全村 20 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家中，宣传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政策，完成搬迁对象调查摸底，了解
贫困户的安置意愿，收集他们的建议和

存在的问题。地处岔口镇高山之上的
文山村土地贫瘠，环境恶劣。现有的
255 户 686 人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0 户
73 人。今年，文山村计划易地扶贫搬
迁 9 人，实际上，今年文山村已有 3 户
12人提交了易地扶贫搬迁申请。“易地
扶贫搬迁这个政策很好，像我家如果搬
迁，经济上也吃不消，现在补助 6 万元
钱，对我们做农或者是打工的人来说，
压力肯定减少了好多。”听说易地扶贫
搬迁户每人有2万元的安置补助，远在
浙江绍兴打工的吴建立专程赶回老家，
向村里提出了搬迁申请。

（下转第二版）

挪穷窝 奔富路
歙县易地扶贫搬迁稳步推进

脱贫攻坚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