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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砥砺奋进的五年

本报讯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中，屯溪区通过整治环境顽疾，增强
群众“获得感”，涵养崇德向善，打造城
市“归属感”，立体推进城市外在美与内
在美的有机融合，努力让这座秀美山城
焕发出迷人新姿，为百姓充实着幸福生
活的新内涵。

“变化可大了，路网畅通了，还新增
了非机动车停车场，交通秩序明显好
转；摊点、占道经营没有了……”近日，
笔者沿着市人民医院外围走了一圈，发
现这处城市管理“乱点”摇身变成了一
大“亮点”，赢得了市民纷纷点赞。过
去，市医院周边因为人流车流密集、周
边道路“肠梗阻”、流动摊点聚集等问题
突出，加上大量非机动车无序停放，一
度成为市容管理的难点和市民生活的

“痛点”。“以前这里就是个交通瓶颈，经
常堵车，老卫校那里摊点又多，环境卫

生确实差，得益于‘疏堵结合’的综合整
治，这些问题已经迎刃而解。”屯溪区城
管执法局五中队负责人吴建国表示，棚
户区改造优化了周边路网、新增设了停
车场地，加上市容、交警等部门同步开
展集中整治行动，目前这个片区已进入
了常态化管理网络。

随后，笔者实地走访了昱中街道建
工宿舍小区，原先破损的路面平整了，
像蜘蛛网一样的电线下地了，斑驳陈旧
的老墙面也重新粉刷了，小区里还专门
设置了电瓶车充电停车棚。对老旧小
区改造提升工程带来的新变化，小区居
民都很满意。“不光修了路、栽了树，还
安了路灯，下大雨也不用担心积水了，
大家伙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在小区居
住了大半辈子的陈丽华高兴地说。“在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我们坚持立
足于民，着眼现实，从一盏灯、一棵树、
一条路做起，更好地动员群众参与、依
靠群众支持，让群众在共建中共享，在
共享中共建。”屯溪区住建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老旧小区改造是中心城区

近年来最大规模、最彻底的一次，从
2016年开始，目前已有 120个老旧小区
旧貌换新颜。

在创城工作中，屯溪区始终坚持以
问题为导向，把市民生活的“痛点”，作
为文明创建的“发力点”。近年来，通过
实施棚户区改造和老旧小区整治提升
工程，彻底改善了数万居民的居住环
境；实施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和市场周边
环境综合整治，有效解决了市场内外环
境脏乱差问题；投资600余万元，对清扫
保洁工作实行市场化运作，进一步提高
了中心城区机械化清扫率和路面净化
水平；持续开展餐饮店油烟排放整治，
规范非机动车停放，取缔流动摊点等群
众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为大家创造一
个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

城市因人而兴，更因人而美。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屯溪
区广大志愿者风雨兼程、孜孜不倦：每
年高考季，“爱心送考”已成屯溪街头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他们有出租车司
机、有普通市民，越来越多的考生享受

到了便捷的送考服务，感受到了社会
关爱；黄山百大“心悦”志愿服务队，自
发结对市特殊教育学校；文艺爱好者
将文明创建中的点点滴滴谱写成曲，
以朗朗上口的歌谣、快板，在群众中广
为传唱，用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积极
向上的正能量……

志愿服务蔚然成风的背后离不开
一支支优秀志愿者队伍和良好的工作
推进机制。近年来，屯溪区着力加强在
职党员、青年、巾帼等各类志愿者队伍
建设，目前招募注册志愿者近 2万人。
创新实施“爱心银行”项目，通过爱心存
储、积分兑换，激励更多的群体参与志
愿服务。建立“昱城公益”平台，打造

“互联网+志愿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志
愿服务供需有效衔接，并先后涌现出了

“阳光服务社”“屯溪小哥”“柏山树人”
等品牌志愿服务队，叫响了“青年之
声”“昱城阳光”“善行者”“红杜鹃”等志
愿服务品牌，共同谱写出了一曲曲昱城
大爱的华美乐章。

·路向荣·

增强群众“获得感”打造城市“归属感”

屯溪区“立体”创城为幸福加码 本报讯 记者从8月19日在我市
举行的安徽省第一届健身休闲大会启
动仪式上获悉，由安徽省体育局、安徽
省体育总会、黄山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安徽省第一届健身休闲大会将于9月
中旬到11月在我市举办。

据了解，大会赛事地点分布在我
市及所辖区、县，项目设置包括龙舟、
登山、徒步、钓鱼，越野行走、定向越
野、户外拓展、骑行、健身气功、健身瑜
伽、广场操舞等 11 个竞赛项目和漂
流、动力滑翔伞2个体验项目。

此次大会全部赛事地点设在室
外，依托绿水青山资源，充分利用已有
设备，促进赛事与自然环境的融合。
参赛人群除了以16个省辖市、省直机
关体育联合会为单位组队设置甲组参
赛外，还设置乙组，向社会开放，允许

以单项运动协会、体育俱乐部、行业体
协、企业、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允许
周边省市组队参赛，降低了户籍限制，
扩大了参赛年龄范围，增加了赛事人
群的覆盖面，预计直接参与赛事人数
达5000人以上。

赛事项目设置方面注重了日常健
身项目、户外运动项目、特色运动项目
的结合，力求是大众喜爱、客观约束条
件较少、运动技能容易掌握的健身项
目，也是当下时尚推崇的休闲项目。

大会的会旗、会徽、赛事背景板、
奖牌等的设计制作，注重了体育、休
闲、山水元素的结合，吸纳了徽文化的
精髓；开、闭幕式展演活动的选取，突
出弘扬我市地方民俗特色和传统文
化，彰显徽风皖韵精华。

·孙冯燕·

省首届健身休闲大会将在我市举办

8月19日，歙县森村乡绍村华琥家庭
农场主张华和妻子正在采摘北京市民认养
的红心猕猴桃。

今年华琥家庭农场开启“私人订制”模
式，通过网络平台，吸引了200多名北京、
浙江、江苏等省市的市民通过微信认养猕
猴桃树。据介绍，认养人每年交纳400 元
认养一株猕猴桃树，待果实成熟后，可以自
己来采摘，也可以委托好友或农场主采摘
发送快递。预计今年认养人平均可以得到
价值1000元的红心猕猴桃。 吴建平/摄

认养果树 订制美味

日前，笔者走进歙县金川乡金川
村，但见整个村庄被绿树掩映环抱，干
净的街道与两旁的绿树、花草交相辉
映。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金川村
这个藏在深闺的村落风姿初展。

金川村紧邻浙江省淳安县，海拔
670米，是我市海拔最高的政府所在
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它特
殊的人文气息，这里自然资源丰富，田
园村落相间，称得上“天上人家”，所在
乡境内有“搁船尖”风景区，其三十六
道天门坎，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经
此前去游玩。

为全力打造旅游摄影目的地，金
川村在美丽乡村建设浪潮推动下，加
快村庄道路、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建
设，结合乡村特点，实施了村庄绿化亮
化、统一风貌改造、垃圾分类处理等重
点工程，同时在乡风文明上下苦功夫，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取得实效。

提起这两年来的变化，村民方凤
仙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我们村现在
可漂亮了，不仅道路、绿化好了，每家
每户的庭院都养了花花草草，这样整
个村庄就更美了。”在方凤仙的家里，

大大小小的花盆摆满了整个庭院，今
年她家被评选为“最整洁庭院”，这让
她无比自豪，“我还要再种点好看的
花，家漂亮了村里自然也就漂亮，心情
也就跟着好起来。”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
去年，金川村集中力量治脏、治乱，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
入 145.37万元，组织实施项目 16个，
先后完成了村内道路硬化、改造村内
古石板路、清除乱搭乱建等项目，多方
位精雕细琢打造乡村美丽环境。同
时，该乡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推
出第一批共22户“最整洁庭院”，让村
民主动参与到美丽家园建设中来。

该村还注重培育乡风文明，建起了
广场文化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村民公约等内容通过图文并茂、生动活
泼的形式表现，还通过评比产生金川好
人、好婆婆、好媳妇等并进行公示，在潜
移默化中提升了村民的文明素质。“我
们村去年评选出了一批金川好人、好婆
婆、好媳妇，现在子女对我们越来越孝
顺了，村里面的年轻人对老年人也特别
的尊重。”金川村村民方瑞山告诉笔
者。该村以德孝文明进乡村为主题，大
力开展传统美德和文明新风教育，使美
丽乡村变得更具魅力和活力。

环境美、乡风美，如今金川村通过
美丽乡村建设契机，传承民俗特色文化
与便民生产、生活相结合，努力打造一个
民富人和的“天上人家”。·方凯 吴灿·

“天上人家”靓如画

一幢幢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掩映
在绿树丛中，一条条平坦洁净的小路环
绕田野、穿越村庄；农家小院里花开四
季，庭前小桥流水，鱼群畅游……一幅
幅动静相宜、充满魅力的美丽乡村图徐
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走进黟县宏村镇卢村，一步一景，
溪边田旁、楼亭室榭，仿佛进入一幅水

墨山水画中。而在数年前，卢村还是
另外一副模样：道路坑洼，出行不便；
河沟淤积，气味难闻……美丽乡村建
设，让卢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自卢村被纳入省级中心村建设以
来，该村扎实推进整村规划设计、村庄
环境整治、乡村景观打造、基础设施建
设等工作，特别是村内古建按照“修旧
如旧”原则，原有的古建筑风格得以保
留，破旧的古建得到精心修缮、维护。

卢村的美景，吸引了众多省内外游客前
来参观游览。村民在种地的同时，开办
起乡村农家乐和小卖部，吃起了“旅游
饭”。这个曾经以农业为生的小山村，
展现出别样的美丽和魅力，让更多外出
务工的老乡回乡创业。

这样的变化，也发生在美溪乡庙林
村、渔亭镇桃源栈岭村……五年来，该
县坚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不求整齐
划一、不搞千村一面，结合各村的自然
条件，以山水丰满躯体，以人文增添灵

韵，形成了“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
一韵”。

美丽乡村，不仅要生态美，还要产
业兴，村民才能宜居宜业。

“‘整村流转’土地后，农户不仅有
保底‘租金’，还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到企
业务工或者经营自家农家乐，这一比
较，村民收益有了很大的提升。”屏山村
党支部书记王光临说。

屏山村牵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黟县有农生态有限公司，通过租
赁方式发展优质水稻产业，并积极吸
纳村民到公司务工，建立土地流转后
农民收益稳定增长机制，让农户在家
门口就增收致富。2016年该村百余人
在公司务工，人均务工收入达 2000元
以上。 （下转第二版）

黟县美丽乡村魅力显

8月19日，徽州区徽州人家社区“幸福
四叶草”志愿者们正在拔除绿地里疯长的
野草。

当天，徽州区5000多名干群和志愿者
在城乡同步开展“上下动手美家园，齐心同
育文明花”活动，通过“搬家式”大扫除、“地
毯式”大清理，扮靓城乡面貌、提升城市品
位，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以最佳的状态迎接
创城“大考”。

谢国洪 吴义军 何施/摄

上下动手美家园
齐心同育文明花

本报讯 今年是实施林业增绿增
效行动开局之年，徽州区抓住机遇，紧
密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扶贫
攻坚决战，围绕造林绿化、生态保护、森
林质量提升和绿色产业发展四大重点
工程，扎实推进林业增绿增效行动，扮
靓山水林田，实现增绿与增收，建设起
一个个富民的“生态银行”。

实施造林绿化攻坚工程。今年全
区积极开展各类主题林建设活动，完成
696 亩人工造林任务，封山育林 6000
亩，森林长廊建设 7公里，义务植树 32
万株；启动灵山村“旅游+林业”示范点
建设项目，在103省道、呈灵潜旅游线路

两侧以及景区景点周边增植0.4万株银
杏、乌桕、黄山栾树、绿梅等彩叶树种，
为全域旅游添景添彩。

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全面加
强生态公益林管护，全区22.3万亩公益
林由财政缴纳保费35.1万元，惠及6312
户 3.2万林农；组织开展第三次全省古
树名木资源普查，完成23株三级古树鉴
定工作，投入10万元对5株古树进行保
护修复；加强对全区17家绿化苗木生产
经营单位大树移植监管，严禁天然大树
进城，保护“绿色瑰宝”；投入专项资金
115万元，专业防治越冬代、第一代松毛
虫和松褐天牛 3万亩次；严防重大林业

有害生物发生，强化林业防灾体系建
设，全面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连续 13
年无森林火灾发生。

实施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加强林
木良种选育，大力发展优质林木良种培
育基地。依托绿源、桃源里等龙头企
业，建成香榧、油茶、薄壳山核桃优质种
苗基地 200亩，年出圃造林苗木 450万
株。加快“香榧良种容器育苗及造林技
术”推广应用，大大提高香榧造林成活
率。广泛宣传，鼓励发展林间套种油
茶、香榧和林下复合经营等措施，林地
利用率和产出率大幅提高。

实施绿色产业富民工程。制定特

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着力发展特色高效林业，对香榧、油
茶规模造林，除一般造林项目补助外，
再采用“竞争性申报、预算管理和总量
控制”方式，香榧造林增加苗木补贴800
元/亩，油茶造林增加苗木补贴 200元/
亩，让广大林农得实惠。整合省市林业
财政项目，多方筹措资金，向有意愿的
贫困户发放优质香榧苗近 1万株，不断
扩大香榧栽植规模，带动林业经济快速
发展，今年截至目前，全区共完成林业
产值 7.03亿元，实现了林业发展、精准
脱贫与生态治理多赢。

·王志辉 张科·

扮靓山水林田 实现多方共赢

徽州区植绿护绿建设“生态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