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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扶贫到乡村

歙县医共体助力医改给力脱贫
张力量率队

赴歙县调研扶贫工作

脱贫攻坚在行动

本报讯 8月17日下午，市委常
委、纪委书记张力量率队深入联系扶
贫点——歙县石门乡竹岭村调研扶
贫工作。

张力量认真听取了石门乡党委
及驻村扶贫工作队关于扶贫工作的
情况汇报，查阅了贫困户一户一档资
料，对扶贫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张力量强调，一要吃深吃透扶贫政
策。提升对政策的把握和争取力度，
将政策用足用活，尤其是涉及到老百
姓切身利益的事项，要让群众广泛知
悉，确保扶贫路上一户不掉队、一个
不能缺。二要满怀感情和热情开展
扶贫工作。要加大走贫问苦频率，经
常性地主动深入贫困户走访，及时了
解掌握贫困户的思想和家庭生活动
态，对每一户的情况了然于胸，将帮
扶措施落细落小落实。三要加强扶
贫规划设计。对近期和中长期扶贫
措施要进一步深化谋划，加大历史、
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力度，丰富旅
游和产业业态，做强做大村集体产

业，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和激励
机制，激发群众脱贫热情。四要加大
产业谋划力度。利用村里农产品资
源优势，创新产品种类的开发，推进
农产品深加工，开拓产品销售渠道，
提升农产品产业附加值。加大宣传
力度，利用电商平台进行推广，推动
市场培育，解决产品销售“最后一公
里”问题。五要加强扶贫资金监管。
要认真贯彻落实扶贫领域监督执纪
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扶贫工
作队要带头加强扶贫项目和资金管
理使用，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和招
投标规定，完善资金使用程序，规范
使用流程，做到公开透明，接受群众
监督。对于敢于动扶贫资金“奶酪”
的，要依纪依规严惩不贷。

张力量还深入贫困户家中开展
慰问，检查扶贫包保到户情况，并实
地查看了跃光 300亩青梅基地和岭
后笋干加工厂等扶贫产业项目建设
情况。

·黄纪办·

本报讯 今年初，歙县正式启动县
域医共体试点，分别成立了以歙县人民
医院、歙县中医院和歙县昌仁医院为牵
头单位的 3个医共体，7月份又组织实
施“医疗专家团队”对全县 45个贫困村
到村帮扶工作，进一步落实健康扶贫政
策，县域医共体在助力医改的同时，也
为全县的脱贫攻坚工作注入了强大动
力。

8月 18日，歙县人民医院的专家团
队来到璜田乡天堂村开展“医共体健康
扶贫活动”，他们和璜田卫生院的医生
们为村里的贫困户讲解了高血压、糖尿
病防治、慢性病证办理、健康脱贫等有

关知识和政策。通俗易懂的解说让贫
困户胡在全受益颇多。“县里的专家来
讲课，讲得很好，我们健康知识也懂了
很多，现在看病好多了，小病在村里可
以看得好，药价也便宜。”胡在全感慨
道。

课程结束后，县乡医生还来到刚出
院不久的贫困户胡翠云家中，为她测量
血压，了解康复情况，并在其药瓶、药盒
上标注服用的剂量和次数，叮嘱她按时
按量服药。“以前看病怕花钱，没有钱，
看不起。现在好了，看得起了，把身体
搞好，自己生活也可以过得好一点。”胡
翠云说，现在政策越来越好，今年7月份
住院本来要5000多元，通过新农合报销
和民政救助后，自己只付了 1000多块
钱，为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现在有病

再也不拖着、扛着了。
除了培训和上门帮扶，县级医院医

生还定期到乡镇卫生院坐诊，建立起了
“1+1+1”的师带徒关系，促进了乡镇和
村一级医疗队伍的医技水平和服务能
力的提升。“基层首诊、急慢分治、双向
转诊、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机制日益
完善，“90%的住院病人在县域内就诊”
的综合医改目标也正一步步实现。“今
年上半年我们卫生院门诊观察的和住
院病人已经达到 700多人，去年全年也
不过 800多人，这也说明医共体的帮扶
对乡镇卫生院的能力提升，很有必要。”
璜田乡中心卫生院院长王寿来介绍说。

与此同时，歙县在去年11月正式启
动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实行“1+
1+1”契约医生服务模式，为广大农村贫

困群众带来了福音。县、乡、村三级医
生对口包保贫困户，根据贫困人口的健
康状况，实行“一人一案”分类管理，对
健康人群，每年随访不少于4次，对老年
人、高血压、糖尿病等患病人群，每月进
行随访干预1次。

据了解，今年以来，歙县县级医院
已累计派出帮扶团队 270人，开展基层
讲座 100余期，举办义诊活动 27次，直
接受益群众万余人；医共体团队宣传落
实“四保障一兜底一补充”政策，使贫困
患者的健康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今年
1-7月，全县已保障5.76万人次，患者住
院补偿比例达到 88.7%；完成家庭医生
签约 44591人，贫困人口和特扶对象签
约 25117人，其中常住人口签约率和履
约率均达100%。 ·汪龙京·

三口镇：

皖南试验站带来农业发展新机遇

8月19日上午，男子10岁以下组50
米自由泳打腿比赛中，游泳小健将们努
力拼搏，争创佳绩。当日，2017 年安徽
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在市体育馆开赛。

据了解，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省教
育厅主办，为期4天，共有来自全省各地
市共 12 支代表队 837 名运动员报名参
赛。竞赛项目按照年龄分为 16 岁及以
上组、14-15 岁组、13 岁组等 6 个年龄
段，分 8 场进行，录取单项、小团体、全
能、接力项目及团体总分前8名。

王祯骅/摄

本版责任编辑/张之代 E—mail:hsrbzbb@163.com

全省青少年游泳
锦标赛在屯举办

密切鱼水情谊 推动双拥共建

我市慰问团赴湛江慰问黄山舰全体官兵
本报讯 记者胡利龙报道 今

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
恰逢海军黄山舰命名十周年，为进一
步推动黄山市与黄山舰双拥共建工
作，加强交往，密切情谊，8月 17日，
受市委书记任泽锋、市长孔晓宏委
托，市委常委、黄山军分区司令员徐
晓明率领我市慰问团赴湛江某军港
慰问黄山舰全体官兵。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汪卫星，市政府副市长徐德
书，市政协副主席胡宁参加慰问。

海军黄山舰是我国自行研制生
产的新型导弹护卫舰，服役于海军
南海舰队。入列以来，该舰先后圆
满完成战备巡逻、远海训练、演习、
护航和出访等 20余项重大任务，其
中包括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叙
利亚化武海运护航，并多次执行海
上维权任务等，充分展示了我负责
任大国形象，加强了我国在国际安
全问题上的话语权。因完成任务出
色，黄山舰多次受到军委、海军通报
表扬，先后立集体二等功二次，被表
彰为海军优秀基层党组织，南海维
权先进单位，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220余人次立功受奖，成为海军的窗
口部队和黄山市的靓丽名片。我市
与黄山舰建立共建关系，10年来，双
方密切共建交流，结下了深厚的鱼
水之情。

当天，军港晴空万里，海鸥翩
飞。黄山舰全体官兵在甲板上整齐
列队，热烈欢迎来自第二故乡的亲人
慰问团。在黄山舰命名十周年纪念
活动上，我市向黄山舰赠送了黄山舰
舰歌和慰问品，双方签订“奖励黄山
舰精武建功先进战位和个人协议”和

“黄山舰帮扶黄山市贫困学生协
议”。随后，慰问团成员与黄山舰官
兵进行了座谈，就更好推动双拥共建
深入交流。

徐晓明代表市四套班子、黄山军
分区和全市人民向黄山舰全体官兵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美好祝愿。他说，
作为年轻的舰艇，黄山舰在诸多重大
任务中不辱使命，取得了骄人成绩，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建设强大，
为南海维权斗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黄山市与黄山舰同名，黄山舰是黄山
市一片“流动的国土”、对外宣传的平
台；黄山市是黄山舰的第二故乡、坚
强后盾，我们将更加密切与黄山舰官
兵的军民情谊，一如既往地关心、支
持、宣传黄山舰，坚决落实双拥政策，
做好双拥工作。衷心祝愿黄山舰在
上级党委坚强领导下，按照党的强军
目标指引，认真落实习主席重要指
示，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战斗
力，不断取得工作新进步。

黄山舰全体官兵表示，黄山市慰
问团的到来充分体现了黄山市委市
政府、军分区及第二故乡人民对黄山
舰官兵的深情厚爱，体现了对子弟兵
的鱼水情谊，再一次开启了军民共建
的新航程，希望军地双方进一步继承
传统，总结成绩，发扬优势，推动双拥
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黄山舰全体
官兵将把第二故乡人民的深情关怀
转化为报国强军的坚定决心，转化为
扎根南海、守卫南海、建功南海的激
情斗志，进一步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
程中奋发有为、再创辉煌。

市民政局负责同志，我市部分艺
术家、企业家代表参加慰问。

8月19日，黄山区甘棠镇兴村梨园，游人正在釆摘鲜梨。为帮助村民通过
发展水果产业致富，兴村村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通过政策扶植，技术指导，组
织广大种植户成立了兴村村梨产业发展合作社。截至目前，已种植梨树共计
600余亩，其中集中采摘梨园80余亩，产量20余万公斤，年人均增收近万元，
实现了由传统型农业向休闲体验旅游型的转变。 詹强华/摄

发展水果产业促农增收

黟县美丽乡村魅力显
（上接第一版）塔川村，地

处盆地腹地，因村庄多樟树、
枫树、乌桕树等树木，发展起
来的“塔川秋色”品牌旅游让
村里发生了巨变。一排排依
山而建的徽派民居层层叠叠，
错落有致，溪水清澈见底，这
里不仅山水怡人，还保存了大
量的历史古建，每年都能吸引
大量游客。

得益于旅游产业的发展，
塔川村村民瞄准商机，发展起
了乡村旅游，农家乐、特色农
业商品加工等产业应运而生，
从事旅游服务业人员有 40余
人以上，村民人均收入达万元
以上。

柯村镇胡门村的黑鸡黑
猪、碧阳镇五里村桃花经济
……乡村风景美起来的同时，
村民口袋也一天天鼓起来了。

建设美丽乡村，群众参与
是主体，全民参与是关键。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黟县结合全
域环境整治行动，全面开展乡
村环境“六清理”行动，通过建
立起“户集、村收、镇处理”的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和“塘
田模式”党员长效管理机制，
实现了全县垃圾治理全覆盖，
农村生活环境也得到持续改
善。

在潭口村，晚饭过后，潭口
村的村民们便三三两两地从家
中走了出来，聚集到村里的文
化广场上，伴着音乐跳起了广
场舞；而竹溪村的村民们则沿
着河边步道散步、聊天……

五年来，在美丽乡村建设
带动下，全县各村都相继建立

了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等文
化活动设施。建立了“两个工
作站”，实现便民服务“一站式
办理”，打通了为民服务最后
一公里。组织开展“十星级文
明户”“美丽庭院”“好婆婆、好
媳妇、好夫妻”“黟县好人”“道
德模范”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评活动，挖掘培养农民身边的
文明榜样，带动提升了农村文
明程度。

如今，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门前的河水更加清澈，山
中鸟鸣更加清脆，粉墙黛瓦炊
烟袅袅，这一幕幕场景把画里
乡村打造成“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世外桃
源。

·李超 韩丹妮·

我市认真贯彻落实《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好《汽车销售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促进我市
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连日来，市商务局
组织全市商务系统、汽车经销商等认
真学习、详细解读《管理办法》，并开展
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收集相关问
题，加强市场监督管理，筹备出台我市

实施意见。
据了解，今年 4 月份商务部发布了《汽车销售管理办

法》，于 7月 1日起施行。同时废止 2005年发布的《汽车品牌
销售管理实施办法》，是汽车流通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件大事。

·殷元元 实习生 鲍程黄颖·

歙县加强人口计生工作监督考核
歙县贯彻落实人口计生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强监督考核，

促进人口计生工作上新台阶。该县准确把握人口计生工作重
心和目标任务，建立完善考核方案，坚持质量水平并重、年终
平时并举、定性定量并用、加分减分并算的考核办法，做到监
督考核有的放矢。在考核过程中，按照不打招呼、不要人带
路、不告知检查结果的要求，直接进村入户开展调查，保证考
核结果真实可信。该县严格考核纪律，监督评分过程，避免考
核分值因权因情的人为修改，保证考核结果公正公平。

·张路 汪卫娟·

本报讯 在黄山区三口
镇巷联村新三路旁，几幢正
在建设的高楼特别引人注
目，这就是安徽农业大学皖
南综合试验站综合楼的施工
现场。皖南综合试验站综合
楼于 2016 年 10 月正式动工
建设，目前已完成了围墙、4
栋楼基础建设和食堂一楼主
体工程。

据了解，安农大皖南综
合试验站是 2015 年安徽农
业大学与黄山区政府实施
校地产、学、研合作与共建
新型农业推广服务平台的
重点建设项目，设有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土壤农化、
生 理 生 态 等 3 个 功 能 实 验
室，新型农业推广信息化远
程终端一套，另建有 1150 平

方米连栋温室大棚和 500 亩
高标准实验示范基地。项
目总投资约 3000 万元，主要
建设“安农大新农村发展研
究院皖南综合试验站”“安
农大黄山区现代农业产学研
联盟”“黄山区现代农业技
术合作推广中心”和“黄山
区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综
合中心”等四大平台，是安
农大服务黄山区及皖南地
区现代农业发展和美丽乡
村建设的重要平台。

三口镇处于黄山区国家
级农业示范区核心地区，是
该区的农业大镇。目前皖南
试验站与黄山区及三口镇农
业部门合作开展农业示范推
广项目，其中有“太平猴魁茶
加工生产线技术研发”“茶园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老茶
园改造技术示范”“水稻绿色
防控技术”“再生稻品种对比
试验示范”“稻田养鱼技术示
范”“稻田养虾技术示范”“泉
水鱼养殖技术示范”等。

安徽农业大学皖南综合
试验站落户于三口镇，不仅
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
术和发展项目，还带来了专
家学者与农业人才。今年以
来，安农大共组织专家到黄
山区开展专题讲座 6场次、现
场指导 22 场次，培训基层专
业技术人员、农村实用人才
和农户 500余人次，解决技术
难题 10 余项，有力地促进了
当地农业科技的推广使用，
带动了农业增产增效。

·胡晓发 王丽娟·

近日，休宁县商山镇霞阜村村民正在忙着抢收成熟的水
稻。日前，该镇1.8万余亩水稻进入成熟收割期，田野上，收割
机穿梭在金色的稻浪中，处处可见农民们忙碌的身影。他们
抓紧抢收晾晒，确保水稻颗粒归仓。 程自强 胡国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