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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黟一级公路徽州区段施工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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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我市消费市场红红火火

本报讯 十一长假期间，歙黟一级公
路徽州区段广大建设者放弃休息，加班加
点奋战一线，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与祖国
同欢乐。

10月 3日，笔者在歙黟一级公路徽州
区 02 标段丰乐河大桥桥头处看到，路面
上，推土车正在清理沙土；路面下，民工们
正在砌护坡。向东行进，100 米处，施工
队伍正在夯实路边水沟；板凳桥处，在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工人们正忙着路侧的防
护边坡锚杆框架施工。标段项目经理王
绍军向笔者介绍，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他

们采取的是“无假期”施工，目前整个标段
已经超计划进度 25天，“因为行业本身的
工作性质，公路工程一般全年施工都不会
有节假日，所以我们一级路黄金周也在正
常施工，也因为市里区里对工程要求尽快
通车，所以我们也是加班加点，节假日积
极施工，尽快建成早日通车。目前主路路
基基本拉通，桥梁等结构物基本完成，现
在主要施工的是防护和排水工程。”

挖掘机开挖土方平整，压路机碾压路
面，运输车来回穿梭，同样，歙黟一级公路
徽州区 01 标段也是一派繁忙施工景象。

“今天路面有 6 个工作面，全线一线工人
有 52 名，施工机械有 26 辆，施工车辆有
20 辆，计划在国庆黄金周期间将路基整
成型，然后同步开展路基防护工程施工。”
标段工程部部长赵亚运说，由于 01 标段
多处于山丘地段，施工难度大，加上公路
建设启动相对较迟，为此，他们集中了所
有的机械车辆，通过机械化多点作业，加
班加点，保质保量，为下步路面水稳层铺
设打下基础。

歙黟一级公路起自歙县界牌岭，途经
徽州区、黄山高铁站、休宁县，终于黟县渔

亭，全长约 60.8 公里，是我市首条一级公
路。公路沿线人口集中，景区景点分布密
集，同时将歙县、徽州区等 5 个经济开发
区串联起来，建成后对加快我市经济发展
及推进沿线城乡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
义。

据了解，国庆长假期间，歙黟一级公
路徽州区 6.605公里路段上，共有 11个工
作面同步施工，广大建设者主动奉献在岗
位一线，铆足干劲，抢工期、赶进度，以争
创一流的业绩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谢国洪 邱雁飞 何施·

本报讯 这个国庆假期，歙县经济开发
区内众多工业企业机械轰鸣、焊花飞溅，呈
现出火热的劳动场景，工人师傅们正以饱满
的热情，加班加点赶生产，全力冲刺四季度，
以实际行动向祖国生日献礼。

走进歙县经济开发区盛锐精工的生产
车间，只见新一批多台新型多工位冷镦机即
将完成整装，拇指粗细的钢材从进料处进入
设备，随即便被加工为优质的螺栓、螺母等
产品。国庆期间，这批设备便将发往客户手
中。作为省专精特新企业，盛锐精工累计投
入 2000万元，成功研发出的 SRHP系列七工
位高速冷镦机获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认定，并荣获县科学技术一等奖。其产品畅
销国际国内市场，预计公司全年销售额将突
破 1 亿元。公司总经理朱建勇介绍：“在这
个国庆期间，我们的第 110 台设备即将出
厂，较年初计划有了很大提前。今年的生产
订单很好，所以我们国庆采取轮休制度，确
保我们全年 160台的产量。”

因为繁忙的生产形势，这个国庆假期，
歙县经济开发区内瑞立塑胶、腾泰化纤、佳
诺纺织以及博鑫、博晶、博升纺织等企业在
保证员工待遇的前提下，实行继续生产；东
仁新材料、中链科技、明明德轴承等一大批
园区主导产业企业纷纷加班加点忙生产。

走进博升工业区内，1200 多名工人在
车间内坚守岗位，操控机台，将汗水变为各
品类的高档纺织面料。今年 1-8 月，博鑫、
博晶、博升纺织已实现产值 28 亿元。“今年
我们‘三博’产销形势很好，员工的积极性很
高，预计这个假期我们生产产品 400万米左
右。”博升纺织副总经理徐何军表示。

今年 1-8月，歙县经济开发区重点经济
指标实现稳步增长，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130.5 亿 元 ，同 比 增 17.2%；实 现 工 业 税 收
1.96 亿元，同比增 25.6%；新增规上企业 7
户；出口总额 7874万美元，同比增 33.2%，为
冲刺四季度，夺取全年目标任务的顺利达成
奠定坚实基础。 ·吴 灿·

歙县经济开发区：国庆长假忙生产
本报讯 “大家要尽快对未签约

的居民进行再次摸排走访，特别是有
子女回家的，要利用这个机会做工作，
争取签约。”国庆节当天一大早，笔者
来到中心城区徽山路两侧棚改地块征
收办公室，发现这里大门敞开，会议室
内与会人员正在探讨如何抢抓国庆长
假契机，加快房屋征收扫尾工作。

徽山路两侧棚改地块是今年屯溪
区重点实施的棚户区改造点之一，片
区内有产权房 480 户，现已签约 454
户，征收工作已经进入尾声。该棚改
地块负责人王红兵告诉笔者，剩下的
户数因为种种原因，难度还是比较大
的，所以要用足长假优势，花更多时间
和精力跟被征收户多接触、多沟通，争
取让他们早日签约。

“过节不能休息并没有影响大家
的工作热情，每当顺利签约一户，我
们的获得感是很强的。”王红兵坦言，

就在会前，他们就顺利签约了一户，
对大家而言，这是国庆节收到的最好
礼物。

余春雷是徽山路社区党委书记，
也是该地块棚改房屋征收工作组组
长。因为棚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今
年国庆长假，他成为了坚守者之一。

“今年国庆恰逢中秋团圆的日子，许多
被征收户的子女都从外面打工回来
了。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机会。”
会议一结束，余春雷和他的组员便投
入紧张的入户走访工作中。

国庆长假期间，屯溪区还有很多
干部群众，像徽山路两侧棚改地块的
工作人员一样，放弃了节假日休息，奋
战在房屋征收工作第一线，用“舍小
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为被征收户提
供热情周到的服务，争取让这些居民
早日高高兴兴搬新家。

·路向荣·

10月 4日，屯溪公安分局民警在老街巡逻。 詹强华/摄

坚守岗位 奋战一线

10月 5日，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胃肠镜中心，医生在为患者检查。

坚守棚改一线 情系百姓安居

本报讯 记者从市商务局
获悉，国庆长假期间，我市消费
品市场物品丰富，供应充足，居
民消费整体呈稳中向好趋势。
据监测，8 天假期，全市 16 家重
点商场超市和餐饮企业共实现
销售额 3774.88 万元，同比增长
16.63%。节日期间，市商务局
未接到一起消费者投诉，全市流
通领域未发生一起安全事件。

国庆中秋两节期间，全市各
大流通企业加大促销力度，纷纷
推出了一系列打折、优惠、刷卡
返利、限时抢购等促销活动，激
发群众消费活力。零售业销售
特点是：城市销售略高于农村，
但农村消费水平呈现逐年提升
趋势；消费热点集中在食品、烟
酒、土特产、服装鞋帽、生鲜等商
品；餐饮业开始回归理性，居民
家庭与个人餐饮消费成为主力，
需求逐步上涨。同时成品油消
费也呈现出向好局面，据对中石

化中石油两大成品油销售公司
8 天假期销售情况监测，累计销
售成品油 4866.47 吨，同比增长
7.29%，实 现 销 售 额 4172.87 万
元，同比增长 21.67%。

为稳定肉菜价格，确保节日
期间生活必需品价格平稳，国庆
中秋前夕我市各区县生猪定点
屠宰场、黄山农产品物流园及主
要商场超市组织调运足量的猪
肉、蔬菜投放市场，满足节日市
场消费需求。据市商务局监测，
节日期间，重点监测的 17种蔬菜
零售均价为 3.1元/斤，与节前一
周零售均价环比下降了 0.98%，
蔬菜价格总体呈平稳下降运行；
重点监测的超市内猪肉零售均
价 15.82 元/斤，与节前一周零售
均价环比下降了 1.43%，猪肉价
格总体呈下降运行。其他主要
生活必需品如粮油、蛋、奶等零
售价格均起伏不大，基本保持平
稳运行。 ·袁玉灵 傅红日·

本 报 讯 10 月 5 日 上 午
10 点 20 分，黄山风景区西海大
峡谷附近，一名 9岁小女孩不慎
从栏杆缝隙处滑落，跌入峡谷 5
米处，巧遇松树挡住身体未往更
深处跌落，孩子紧紧抱住崖边一
棵树，情况十分危急。现场游客
见状立即拨打 119报警求助，三
名在西海大峡谷地轨缆车处执
勤的公安民警和附近的防火队
员、环卫工也火速赶往现场。与
此同时，天海综管组接到指令，
迅速组织综管、公安、武警、医
疗、消防、环卫、防火等相关人员
前往事发地救助。

10 点 35 分，第一批救援人
员赶到，小女孩和其父母的情绪
渐渐稳定下来。现场民警判明
情况后决定由环卫工洪桂远放
绳救援，洪桂远马上将安全绳捆
绑 在 身 上 下 至 女 孩 被 困 处 救
援。10 点 43 分，天海综管组救
援队伍赶到现场。11 点 32 分，
在大家通力配合下，女孩被成功

救起。天海医务室医生立即为
小女孩详细检查身体，在检查无
大碍后，对其脸部、耳部擦伤进
行了消毒处理，叮嘱家属下山后
到市医院作进一步的检查并提
醒相关注意事项。西海观光缆
车工作人员还为受伤小女孩送
来开水和月饼等食物，并安抚其
家属不要担心。

据了解，小女孩来自河南南
阳，和父母一同趁着国庆假期来
黄山旅游，女孩的父母回忆，当
时他们走在女儿的后面，正行至
台阶转弯处，女儿虽手扶栏杆，
但一不小心就从栏杆缝隙中掉
落，幸好救援人员及时赶到。看
到孩子平安无恙，孩子妈妈流下
了感动的泪水：“整个救援非常
及时，非常快，虽然雾气很大，但
无论是公安、环卫、消防，还是各
个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及时
赶到，帮我们解救孩子，真的非
常感谢。”

·施阅 杨绯 王正·

9岁女孩滑落山坡被困
景区联动救援力保平安

星期四上午 9 点，市文化馆多功能教室内座无
虚席，参加该馆秋季公益培训班的学员们正在认真
地听老师徐芳的朗诵表演课。她的声音优美动听、
吐字清晰，朗读时饱含感情，教学时耐心专注，不仔
细很难发现，她已经发烧一个多星期，是带病坚持给
学员们上课的。“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要参加比赛、考
试和应聘的，一周一节课对他们来说很关键，我应该
坚持。”徐芳说。

今年 37岁的徐芳现任市文化馆馆长助理、活动
部部长，国家三级演员。徐芳的工作成绩很突出，不
仅是一名优秀的戏剧演员、主持人、歌手，还是市文
化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骨干、开展培训和活动的
优秀人才。放在徐芳抽屉里那厚厚一沓的获奖证书
就是最好的证明：2008年情景表演《大爱无声》获得
全国烟草行业第四届文艺汇演情景表演一等奖；
2014 年参加女声小合唱《十绣鞋》获得安徽省群星
奖声乐决赛一等奖；2015 年演讲《小城大爱》参加

“讲述身边的感动”黄山市好故事决赛获二等奖；
2015 年朗诵《黄山松》参加黄山市经典诗文诵读比
赛荣获一等奖……徐芳还多次参与市里举办的大型
文艺活动，用实际行动推动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加强教育培训是文化馆的重要职能之一，也是
徐芳任职的活动部的工作重心。刚开始在这个岗位

时，徐芳迷茫过，因为过去她一直只专注于舞台表
演。然而，无论在什么岗位，徐芳都能做到干一行爱
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她边学边干，在她的努力下，
这几年市文化馆的培训教育工作不断创新，开展得
有声有色，不仅质量进一步提高，还与多家单位合作
开展免费培训走出去。2016年，徐芳策划组织和参
加各类活动近 50场、培训辅导服务次数达百次。

徐芳一向热爱公益培训，除了多年来在馆里免
费给群众开展主持表演教学以外，这几年每周四上
午还会在免费开放的公益培训班给学员上课，平日
里也会经常深入到市内部分幼儿园进行免费教学，
帮助机关、学校、乡镇、企业等排练节目，深受大家好
评。

徐芳还有另一层身份，那就是我市首届“最美军
嫂”。徐芳在单位是爱岗敬业的好职工，在家也是丈
夫的贤内助、孩子的好妈妈。因为丈夫工作经常在
外，她一直为家庭任劳任怨。有了徐芳的支持，丈夫
在部队工作成绩突出，还荣获过三等功一次。“我是
党员，也是军嫂，为国家、为单位、为家庭做贡献都是
应该的。”徐芳说。

灼灼其华、朴实芬芳，这就是徐芳，一位盛开在
基层的“文化之花”。

·殷元元·

绽放在基层的“文化之花”
——记全市基层宣传文化优秀工作者徐芳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风采

本报讯 今年来，歙县在脱贫攻坚过程
中，注重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业基地、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示
范带动作用，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有力促进了农业农村发展，增强了脱贫攻坚
实效。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有效载体，而在
资金、资源、经营等方面兼具优势的农业龙头
企业更是“一马当先”。通过组织引导，歙县
一批农业龙头企业正一步步带领贫困群众脱
贫摘帽奔富路。

黄山茶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省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等
为一体，现拥有优质茶园基地 1.8 万亩，年加
工能力达 6000吨。多年来，黄山茶业集团积

极开展农技推广和培训，向贫困户免费发放
无性系良种茶苗，以高出市场价 5%-10%的
保护价收购贫困户的鲜叶，吸收贫困户从事
茶园管理、鲜叶采摘等农事劳动，较大程度地
带动了村民增收。方春梅是杞梓里镇唐里村
的一名贫困户，以前一家四口靠着一亩老茶
园艰难度日，如今茶园改种了新品种，还能到
基地打工挣钱。“现在心里踏实了，有了经济
来源，生活就不愁了，以前是老茶棵，鲜叶就
几毛钱一斤，新品种一斤鲜叶就 50 多元了，
现在收入增加了不少。”方春梅告诉笔者。

据介绍，黄山茶业集团有限公司带动农
户种植的良种早茶亩均效益高达七八千元，
在唐里村共有 16 户贫困村民在茶叶基地务
工，人均年工资约 7000元。“公司+基地+农户”

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实现了企业和贫困户的共
同发展。“每一年，我们公司都会召集贫困户
还有其他一些茶农开展培训，他们采摘的标
准高一点，价格会卖得更高，对于企业来说，
我们企业的效益也会提高，达到双赢。”黄山
茶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绍东如是说。

近年来，一些农业大户和致富能人通过
流转土地建立家庭农场，在提高土地效益的
同时，也成为脱贫攻坚的生力军。

歙县华美家庭农场位于郑村镇向杲村，
2016年 3月份以来共租赁流转当地村民土地
100多亩，建成高标准蔬菜基地，今年还发展
了几十亩菊花。基地长期雇工 25人，其中贫
困户 4 人，年人均务工收入达 15000 元以上，
农忙季节临时雇工需求量达 2 万多人次，仅
周边村庄就有 142名贫困村民受益。

据统计，歙县全县有 46家省市级农业龙
头企业、650 多家农业专业合作社、200 多个
特色种养业基地、150 多家家庭农场，合计
1000 多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订单农
业、土地流转、居家就业、贷款分红等方式带
动了 8000多户贫困户增收。

歙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然成为农村发
展、农民致富的新引擎，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力
军，在“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大户带动、千家
万户联动”的思路指导下，脱贫之路正越走越
宽广。 ·汪龙京·

歙县：农业产业扶贫路宽广

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当我们阖家团圆、欢度佳节之时，还有许许多多平
凡的人们依然坚守工作岗位。正是因为有了无数个他们，更多人才能舒心
快乐地享受假期。

（上接第一版）黟县西递徽食街、
石林百合花海等新兴旅游点吸
引大批游客，婚俗表演、花船游
湖等特色活动吸人眼球；祁门县
举办目连戏、傩舞、采茶扑蝶舞、
十番锣鼓、打莲湘等表演，吸引
游客驻足观看。

文明旅游蔚然成风，志愿服
务有声有色。黄山风景区积极
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近千人次
参与为往来游客提供线路指引、
导游图、医疗救助等服务，劝导
游客不要乱扔垃圾、攀爬护栏、
排队加塞等，并发起“蓝丝带文
明旅游”公益活动，向游客免费

发放万只垃圾袋，倡导游客环保
出行，自带垃圾下山。全市开展
文明旅游进广场、进景区、进旅
行社、进酒店、进大厅“五进”活
动 ，发 布《致 广 大 游 客 的 一 封
信》，对来黄山游客开通手机文
明旅游、温馨短信问候服务，倡
导游客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同
时以党员干部、团员青年和涉旅
行业从业人员为主体的万名志
愿者在机场、高铁站、旅游客运
中心、高速公路口等游客集散地
以及景区景点，为游客提供咨询
引导、秩序维护、文明劝导、安全
提示等志愿服务。

国庆中秋假期劲吹文化休闲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