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不断深化机关效能建设，拓宽社会监督渠道，市
效能办拟在全市范围内公开征集效能监督员，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对象：
社会各界人士（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二、征集时间：
2017年2月15日至2月28日。
三、资格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热心黄山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能够坚持原则；
3.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常住地址在屯溪区;
4.品行端正，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
5.年龄在25～55周岁之间，身体健康。
市效能办负责对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审

核通过后予以聘任。
四、工作内容：
效能监督员纳入机关效能建设明察暗访督查成员

库，由市效能办随机抽取，通过突击查岗、模拟办事、跟
踪督查等方式，对市直机关作风效能进行明察暗访。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报名，报名地点：黄山市委
市政府大楼920室市效能办，联系电话：2355246。报名
时间截至2017年2月28日。

黄山市效能办
2017年2月13日

关于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效能监督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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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风景区

冬季容量做减法 游客满意做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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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调研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工作

本报讯 今年春节黄金周，黄山风景
区主动核减冬季日最大承载量，及时发布
信息，精准调控客流，顺利度过旅游高峰，
圆满实现了“安全、秩序、质量、效益、文
明”五统一目标。春节期间，景区接待游
客 17.4 万人，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旅
游投诉同比下降50%，医疗救护和应急救
援同比分别下降26.7%、21.1%，旅游舒适
度和游客满意度明显提高，来山游客有了
更多的获得感。

2013 年 9 月，经过科学核算，黄山风
景区将日最大承载量确定为 5 万人。今
年春节前，黄山风景区邀请专家实地考
察、测算，主动将冬季日最大承载量调减

至 3.5 万人，在全国景区中率先公布冬季
日最大承载量，首次对不同季节日承载量
进行细化量化，并在景区政务网站上进行
发布。

春节黄金周期间，景区依托全市“大
交通”管理机制，与市交警支队、4个毗邻
区县交警大队（徽州区、黄山区、黟县、休
宁县）、2个高速交警大队、汤口高速收费
站建立了联勤联动机制，对进入景区的车
辆实行远端调峰、远端分流、限制通行等
措施。

根据相关规定，农历正月初三、初四，
当购票游客达到最大承载量的80%即2.8
万人时，景区指挥中心及时通过市交通广

播和高铁客运枢纽、景区集散中心、高速
公路等电子显示屏，以及全市导游短信系
统等平台发布预警信息，引导游客到周边
景区游览或改日进山游览，提醒自驾车辆
错峰游览、避免拥堵。当购票游客达到最
大承载量即3.5万人时，立即停止售票、检
票，并做好游客解释劝导工作。在对外发
布预警信息的同时，通过景区短信平台，
向全山一线管理人员发布预警信息，提前
做好应急应对和管理服务工作。

一旦客流出现局部拥堵，立即通过广
播系统、电子显示屏和提示牌，引导游客
前往地势开阔、客流较少的区域游览，并
向游客耐心做好解释说明工作，争取获得

游客理解支持。
下一步，黄山风景区将主动顺应全域

旅游发展新形势，深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进一步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更好地
满足游客需求。一是推进黄山东部开发，
力争打开东大门，适度扩大景区容量，增
加生态旅游产品供给。二是加快旅游信
息化建设，实行实名制预约购票，减少游
客排队购票时间，提高游览效率，实现游
客容量精准调控。三是通过景区政务网
站、微博微信、交通广播、电子显示屏、电
子导航地图等渠道，实时发布进山游客信
息，动态监测游客容量，引导游客错峰进
山游览。 ·葛旭芳·

本报讯 2月14日，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刘孝华带队调研指导我市多
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工作。

刘孝华一行先后来到屯溪区华度
传媒，黄山经济开发区紫荆花壁纸、光
锐通信，黟县桃源食品、徽黄旅游，歙
县创想科技、科宏生物、加佳荧光以及
徽州区恒泰化工、华惠科技等企业，与
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
经营、产品研发、挂牌上市工作进展情
况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鼓励他们坚
定信心，练好“内功”，加快挂牌上市步
伐，推动企业做大做强。

刘孝华指出，推动企业进入多层
次资本市场，有利于企业拓宽直接融资
渠道、实现快速转型成长，对我市优化产
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拟挂牌上市企业都是我市优秀企业，要

主动拉高标杆、补齐短板，找准细分市
场，突出主营业务，加大创新研发力度，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提升核心竞争
力和规范化发展水平，为挂牌上市做好
充分准备。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推进企
业上市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着力营
造鼓励支持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
浓厚氛围。要认真落实政府服务创新工
程要求，坚持“一企一策”，开辟绿色通
道，在环评、安评、技术、人才、用工等方
面，主动为具备条件的企业提供精准服
务，解决实际困难，助其轻装上阵，早日
挂牌上市。要注重主体培育，实行动态
管理，形成全市企业梯次对接多层次资
本市场的良好格局。

黄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相关区
县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参加调
研。 ·闫冲冲·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公共资源
局获悉，以市级平台为主、区县分平台
为辅的全市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大平
台，全面建成运行一年来，全市累计进
入市县两级公共资源平台交易项目共
7195项，较上年增长44.3%；交易总额
88.37 亿元，增长 77.52%。节约资金
及实现资产增值15.38亿元，充分发挥
了公共资源交易作为财政支出“节流
阀”、市场秩序“净化器”、项目管理“总
开关”和干部廉政“防火墙”的作用。

去年，我市以省级市县一体化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试点建设为契机，以
问题为导向，着力推进公共资源交易
监管从侧重本级建设向推动全市一体
化建设转变、从重视行为监管向强化
信用管理转变、从现场监督向“智能”
监管转变、从单一监督向立体监督转
变、从“大包大揽”向“放管结合”转变、
从“只管程序”向“程序与效果”并重转
变，不断深化公共资源交易体制市场
化改革，为我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
展扬帆护航。

公共资源交易监管体制机制建设
取得重大成果。2016 年，我市横向完
成了全市各级平台四大块业务整合，
纵向在黄山风景区、屯溪区、徽州区交
易平台完全整合的基础上，其他四县
一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作为市级分平
台设立，全面建成以市级平台为主、区
县分平台为辅的全市统一的公共资源
交易大平台。完成交易平台与监督管
理部门隶属分离，统一的制度规则、平

台交易、服务标准、信息公开、评标专
家以及异地互联互通的公共资源交易
运行机制已建立。建成全市一体化交
易系统，实现项目交易全程在线、资源
信息全程共享、交易操作全程留痕、审
批权限全程制约。远程异地评标机制
逐步常态化，跨区域 CA 互认实现了

“让数据跑腿”。
重点抓好项目的对接服务，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全力服务经济建设和城
市发展。2016 年，我市月潭水库、迎
宾大道改造等重点项目及老旧小区、
农贸市场改造、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
等民生工程顺利完成交易；完成政府
采购项目3095项，成交额9亿元，节约
资金9503万元。

我市还积极创新，保障城市发展
基金合作金融机构采购、股权、移民安
置评估服务采购、公建民营教育机构
经营权、城市道路清扫保洁服务采购
等新型项目成功交易，并积极协调推
进自然资源进场交易机制，探索水权、
碳排放权、排污权等自然资源进场交
易课题，其中采矿权首次通过挂牌出
让方式交易，成交额180万元。

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在近期举行的 2016 年（第三
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年会上，经过专
家评选和多家媒体网络投票，我市公
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获得“全国公
共资源交易十佳监管机构”、“全国公
共资源交易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荣
誉。 ·殷元元 郭琳·

我市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大平台结硕果
全年节资增效15.38亿元

2月13日，黟县各中小学、幼儿园迎
来新学期报到日，为确保开学第一天各学
校周边道路交通环境的安全畅通和学生、
家长的安全，黟县交警大队及时调整工作
重点，提前部署，精心组织“护学岗”，派出
警力在辖区各学校门前路段维持交通秩
序，全面拉开了新学期“护学行动”序
幕。 ·孙亚军·

近日，歙县组织 2011 年农村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进行集中选
岗。24名医学生按照考试成绩的
高低依次选择乡镇卫生院工作岗
位。

据了解，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

以5年制本科为主，在校学习期间
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给予生
活费补助。入学前，学生与有关部
门签订定向就业协议，承诺毕业后
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 6 年以
上。 ·张 路·

歙县24名订单免费医学生定向就业

黟县交警做好开学“护学岗”工作

2 月 14 日上午，不
少新人在屯溪区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排队登记结
婚。当日正逢情人节，
不少有情人选择在这一
天“结为眷属”。

王祯骅/摄

春节期间，黄山区新华乡董家湾村的
竹园已经开始出笋，笋尖穿过厚厚的覆盖
层，冒出地面，标志着该村去年年底试点
早春覆盖技术取得成功。春节前刚出笋
时一公斤笋卖到 50 元，近期保持在 28 元
一公斤，亩产值可达2万元。 崔艳/摄

春笋出土早
农民笑开颜

本报讯 春节过后，天
气逐渐转暖且较干燥。为扎
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
林资源安全，祁门县安凌镇
提前谋划，真抓实干，多举措
确保“生产、防火”两不误。

该镇积极运用宣传栏、
横幅、标语、警示牌、巡逻车、
广播“村村响”、干部驻村夜
访等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地
深入开展防火宣传活动。切
实加强巡逻队伍建设和消防
应急队伍管理，实时开展消
防应急演练；要求对重点时
段、重点地段实行驻点值班
蹲守，并与周边乡镇和相邻
县乡、驻军部队等签订了联
防协议，加强群防群治力度，
时刻做好灭火救援等各项准

备工作，确保一旦发生火情
能够迅速有效进行处置；及
时充实镇村两级扑火应急小
分队，同时，加强村级森林防
火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加
大巡查力度和镇领导带班制
度，确保信息畅通。

该镇还切实加大投入，
确保防火物资储备、消防器
材配备及森林防火日常工作
开展的经费足额到位。去冬
今春以来，共投入消防专用
经费10万余元，主要用于专
职消防、森防机构运转、镇、
村防火物资的损耗更新、农
村文明祭祀劝导人员补助、
督查用车、防火宣传牌制作
等，以确保所需消防器材、扑
火工具时时处于良好状态。

·程启群 倪再胜·

安凌镇扎实筑牢春季森林防火“安全网”
本报讯 “幸亏你们来得及

时，否则今年的油菜就白种了。”近
日，休宁五城镇双龙村村民王秋感
激地拉着县农技推广中心技术员
的手连声道谢。近期，因土壤酸化
及阴雨天气等因素，休宁县不少地
方油菜根肿病频发，该县农技部门
迅速组织专人开展田间施肥、防寒
抗冻等技术指导，最大限度降低群
众损失。

春节长假一过，该县就组织县
乡农技专干深入农业生产一线，调
查摸底全县春耕生产情况和农资
储备情况，并积极协调农资经营户
提前储备、调运种子、化肥、农药、

农膜等农用物资，预储备水稻种子
170 吨、化肥 4000 吨、有机肥 1000
吨、农膜 450 吨，确保供应充足、质
量可靠。同时，该县巧借网络等新
媒体的便捷优势，通过农业信息网
络平台、手机微信等渠道，适时向农
民发布和提供生产、气象、技术、市
场等有价值、操作性强的农业信息。

作为全国重点产茶县，春茶生
产历来是休宁县春耕生产的重头
戏。该县茶业部门正加紧备战春
茶生产，组织茶叶技术人员深入茶
园地头、企业茶厂指导，指导茶农
科学管理茶园，确保各类加工机械
以完好的状态投入生产，力争春茶

生产取得好效益。而在板桥、汪村
等山泉流水养鱼重点乡镇，该县畜
牧水产等部门也切实加强了产业
发展指导，帮助养殖户开展鱼病防
治和鱼苗入池工作，确保一季度完
成新改建鱼池 70 口。此外，该县
还大力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
动，加快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力
争一季度全县农产品电子商务销
售额达到3000万元。

与此同时，休宁县农业执法等
部门还常态化开展农资打假专项
治理行动，加大农资市场监管巡查
力度，为春季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陈佳 龙志华·

本报讯 连日来，黄山区农业
部门围绕农业生产积极落实“抢
早、抓实、抓细”要求，把技术要领、
生产任务、措施落实到村、到企、到
户，指导帮助农民抓好春季农业生
产各项准备工作，为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春节刚过，该区水产局就组织
技术人员深入焦村镇、乌石镇、耿
城镇等地，现场为当地的水产养殖
户提供水产特种养殖和渔业养殖

技术服务。该区农业部门紧紧结
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包村联户等
项目，深入镇村开展技术指导和服
务 200 余人次。针对实际情况宣
传推广水稻全程机械化、春茶修
剪、配方施肥等技术 10 余项，实现
科技人员到户、良种良法到田、技
术要领到人。

与此同时，该区还积极抓住春
节前后农闲的有利时机，利用科技

“三下乡”等主题活动以及以网络、

农信通手机App等为平台，向广大
农户大力宣传国家惠农政策及春
季生产相关技术知识。在宣传上，
以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
为重点，着力提升相关政策的知晓
率，加强现代农业技术运用。目
前，该区已发布网络信息 10 余条、
短信 800 余条，发放宣传单 200 余
份、技术资料400余份。

·吴瑶 张勇·

休宁县农技专干真情护农助春耕

黄山区农技人员一线指导助增收

（上接第一版）实施了北海南路文化墙
建设以及玉河公园亮化工程。实现了
道路路灯安装率 100%，城区“三纵一
横”亮灯率达到 100％。在高速下线
沿线清理整治绿化共 11830 平方米，
城区广场绿地、沿街花器共栽植大小
苗木24.3万株，铺植马尼拉草坪3.6万
平方米。

该委还加快小区改造步伐，去年

以来，整治了圣泉家苑小区，中心市
场，太平富市、金市小区，府东、府西小
区，森工大厦、茶叶公司、五交宿舍以
及市政宿舍等老旧小区，共涉及居民
853 户，总建筑面积 13.4 万平方米，总
投资700万元。在各老旧小区增加了
停车位、翻新了路面、铺设了雨污水管
网，改善了老旧小区的人居环境。

·何峰 胡晓发·

落实创城责任 扮靓城市形象

2月14日，黄山市人民医院成
立黄山市人民医院红十字会，据悉，
这是我市首家以单位形式成立的红
十字会。

根据红十字会职责，黄山市人
民医院红十字会将在医疗救助、血

液、造血干细胞及器官捐献发动、安
排社会公益事业活动及对公众急救
知识及医学基本知识的培训开展工
作，为普及公众互帮互助职能提供
便利和引导。

·邓国强·

黄山市人民医院成立红十字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