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采购内容：
黄山日报社现采购摄像机、无线图传、无人机镜头、Tally

导播等一批直播摄录设备，本次设备采购预算价为 159948
元，供应商供货报价不得超过本次设备采购公告预算价，否
则视为无效报价。

二、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2.1 供应商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的相关要求，并提供下列材料：
2.1.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1.2参加政府采购近 3年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2.3 供应商须在黄山在线网站（公告栏目）下载采购文

件，否则其递交的报价文件将被视为无效。
三、采购货物清单
摄像机、无线图传、无人机镜头、Tally导播等一批直播摄

录设备，详见采购文件。
四、采购文件的获取
4.1 本项目采购文件公告期限：自本设备采购公告发布

之日起至 2018年 4月 20日 12时；
4.2 获取渠道：凡有意参加本次设备采购的供应商，在采

购文件公告期内均可在黄山在线网站（公告栏目）下载采购

文件，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报价文件，下载网址如下：
http://huangshannews.cn/s/CCT14110000004365/

201801/CCT18010000086054.html
五、报价文件的递交
供应商须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将对应的报价文件于 2018

年 4月 20日 12时前邮寄或送至如下地址：安徽省黄山市屯溪
区天都大道 10 号 15 楼黄山日报社办公室吴鸿杰收，固定电
话：0559-2583933,手机：17681295550，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
达指定地点的报价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六、联系方式
采购人：黄山日报社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天都大道 10 号 15 楼黄山日

报社办公室
联系人：黄山日报社办公室 吴鸿杰
固定电话：0559-2583933
手机：17681295550
七、监督
监督部门：黄山日报社纪检监察室
监督电话：0559-258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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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普民在督查消防工作时要求

强化演练预警 落实消防安全
黄山区创设“三大载体”

增强党员教育实效 提升党员能力素养
本报讯 黄山区积极探索党员教育

形式，创新设立了党员教育点、大学生文
化艺术团、党性教育情景剧“三大载体”，
有力增强了党性教育的实效性和吸引力，
为提升党员干部能力素养提供了抓手。

“百花齐放”的教育点，让党员教育
内容更丰富。为弘扬乡村党建历史文
化，2018 年 3 月，在区委组织部以及镇党
委的帮助指导下，甘棠镇甘棠社区村史
馆正式开馆。村史馆先后投入 30 余万
元，布展面积 300 余平方米，涵盖社区概
况、历史甘棠、红色甘棠等七大板块，充
分 挖 掘 和 展 示 乡 村 党 建 、历 史 以 及 文
化。据统计，区内目前已建成类似村史
馆 3 处。 2018 年以来史馆参观人数达
1.14 万人。除了建设村史馆，黄山区还

充分挖掘红色旅游资源，拓展红色党性
教育旅游线路，努力打造红色研学旅游
品牌，先后推出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纪念馆、凤凰源、革命老区新明樵山等党
性教育点，党性教育的内容日益丰富。
据统计，各党员教育点共培训党员干部、
中小学生达 12 万余人。

“多彩多姿”的艺术团，让党员教育
载体更鲜活。前些日子，新丰乡丰溪村
人头攒动，男女老少都在聚精会神地听
着乡村大舞台上传来的音乐快板声：“十
九大精神指方向，欢歌笑语奔小康；十九
大精神鼓人心，中华民族大振兴；十九大
报告记心中，学习贯彻不放松……”这是
黄山区大学生村官文化艺术团，为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自编自导自

演的音乐快板《说唱党的十九大 撸起
袖子加油干》，快板唱词，朗朗上口，通俗
易懂。从 2010 年开始，黄山区委组织部
尝试引导大学生村官自发编排文艺节
目，开展乡村巡演，并于 2013 年正式成
立大学生村官文化艺术团。8 年来，这
支由选派干部和大学生村官组成的宣讲
团，围绕着“绿色崛起，美好乡村”“给力
中国梦，传递正能量”“固教育活动成果，
促农村全面小康”等不同主题，以生动鲜
活的方式向党员群众宣传着党的方针政
策。目前，累计开展巡演 40 余场，观众
累计 2.5 万余人。

“身临其境”的情景剧，让党员教育
形式更直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义务……”这是在黄山区委、区政府会堂
里嘹亮响起的入党誓词，也是黄山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情景剧的尾
声篇章。今年，由区委组织部牵头负责，
会同区文广新局、区广电台等 7 个区直
有关单位，精心设计了《初心》党性教育
情景剧。该剧以“初心”为主线，采用配
乐诗朗诵、情景对话、音乐情景剧、歌伴
舞等形式，通过红色记忆，时光荏苒、不
改初心，使命在肩、初心如磐，砥砺前行、
梦想花开，忠于誓言 5 个部分，将党员干
部修身做人的基本遵循、干事创业的行
为准则，生动、艺术地展现在舞台上，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据悉，该剧将于庆祝建党 97 周年时在黄
山区进行演出。 ·章云宇 胡晓发·

本报讯 4 月 16 日下午，副市
长毕普民率队督查中心城区人员密
集经营场所消防工作。

在黄山银街地下商业街，毕普
民实地检查和测试了消防通道设
置、消防设施配套、消防设备运行等
情况，要求切实做好设备的定期维
护，强化火情发生时人员疏散应急
演练。随后，毕普民一行前往丰华
大市场，就家具大卖场消防管理进
行专门检查。毕普民指出，要坚持
警钟长鸣，围绕人员密集经营场所，

提升人防、物防、技防能力水平。要
加强相关经营单位消防从业人员培
训，加强演练备战，完善预案管理。
要落实日常巡查，明确各级地方政
府的属地责任、各行业主管部门的
监管责任和社会单位的主体责任。
要立即开展一次家具大卖场消防工
作专项检查，严格对标要求，切实消
除隐患。各级各部门要积极配合，
依法履职，齐抓共管，突出问责，强
效督办，切实维护全市社会大局稳
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汪 鼎·

本报讯 4 月 17 日，由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市委组织部共同主办
的 2018 年全市乡镇防汛抗旱指挥
长培训班在屯溪开班。全市各相关
单位和乡镇、街道、社区、重点水库
分管负责人等 130 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上，省有关方面专家，从
基层山洪灾害防御、防汛抗旱责任制
及相关工作内容、地质灾害防御等方
面，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防汛抗旱相关
知识。期间，学员们还观看了防洪
警示和山洪灾害防治科普宣传片。

市防指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
即将进入汛期，防汛形势日益紧迫，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乡镇防
汛抗旱指挥长科学指挥调度能力，
切实做好今年的防汛抗旱工作，努
力把洪旱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限
度。各地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立足于防大汛、抗大
旱、防强台，把各种不确定因素考虑
得更周全、更细致，把各项工作做得
更充分、更扎实。

·袁玉灵·

一、任命：
贺凯峰为黄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二、免去：
喻丽珠的黄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祁门红茶生产忙

我市集中培训乡镇防汛抗旱指挥长

黄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员名单
（2018 年 4 月 17 日黄山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4 月 16 日下午，祁门县祥源祁红产业
园内大型清洁自动智能化生产线正在生产
祁红。

今年，祁门县大力发展以祁红产业为
主导的精致农业，深入实施祁红产业振兴
计划，力争红茶产量达 5500 吨，茶业综合
产值突破 35 亿元，茶农人均茶叶收入达
5300元。 程启群 王春林/摄

在国家的扶持下，近年来，歙县
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全县涌现出大小
家庭农场 174个，大大促进了农村农
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
营。但笔者通过走访调研也发现，至
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正制约当
地家庭农场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农村土地成片流转难。家庭农
场需要一定面积的土地规模，只有
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歙县素有“七
山一水一分田、半分土地和庄园”之
称，人均耕地面积少，土地成片流转
相对困难，另一方面，部分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长期不在家
土地摞荒，信息上的不对称，也给农
村土地的流转增加了难度。

农场主的年龄普遍偏大。近年
来，随着劳动力价值的提升，外出务
工的青壮年人数增多，申请注册农
场的农场主大多数是年龄较大的留
守农民，对农业专业知识和农业政

策解读方面有所欠缺。
注册条件存在户籍限制。现行

的《黄山市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和登
记注册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注册登
记条件：家庭农场经营者应具有农
村户籍。排除了非农户籍人员经营
家庭农场的资格，阻断了城镇居民、
返乡创业青年和大学生申办家庭农
场的可能。

产品品牌建设非常薄弱。家庭
农场主的品牌意识不强，没有特色
品牌。全县 174 个家庭农场，拥有
注册商标的仅有 18 家，只占农场总
数的 10%。品牌知名度不高，个性
化不鲜明，市场影响力小，造成销售
渠道狭窄，生产的产品销售半径小，
范围不广。

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家庭
农场进行企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
营，需要社会分工和配套服务。一
个家庭农场经营几十亩甚至几百上
千亩的土地，必须要有农技服务、农
经体系、销售信息、物流仓储、电商
平台等产前、产中、产后的配套社会
化服务，农业社会化体系和服务上
的“短板”也是制约当地家庭农场发
展的重要因素。 ·汪文俊·

歙县：家庭农场发展现“软肋”

徽州区安徽日基焊接有限公司研发
部经理郑建丰带领技术研发团队，对标
国际水准，弘扬工匠精神，致力于汽车白
车身的电阻焊接技术的改进提升和产品
的不断推陈出新，锻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使企业在行业中持续保持领先发展水
平。

日前，郑建丰和他的研发团队研制
出的最新款中频一体化固定点焊机开始
批量生产，这款电焊机焊接精准度和操
作便利性都是国内行业最高的，因此深
受客户青睐，订单纷至沓来。“我们这个
设备的焊接精准度达到了毫秒级，相比
一般点焊机提高 20 倍，另外它的焊接强
度相比提高 20%，同时体量只有原来的

三分之二。”郑建丰表示说，“这款最新产
品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非常受市场欢
迎，并且已经参与了国际竞争，我们与沃
尔沃、捷豹路虎正在谈具体的合作。”焊
接毫秒级响应，带来的是焊接时无飞溅、
速度快、质量好，另外小巧玲珑的机型

“嫁接”机器手，完全可以满足高档汽车
白车身电阻焊现场自动化的要求，形成
企业发展的新优势。

徽州区安徽日基焊接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生产应用于汽车白车身电阻点焊
设备的现代企业。2012 年入驻徽州区
后，作为研发部的技术骨干的郑建丰按
照“专注自身优势，走专业化道路”的要
求，潜心钻研电阻点焊技术，带领团队一
路攻坚克难，推进产品的升级转型。在
电阻焊接领域，焊接设备的小型化一直
是个难题，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关
键所在，“体积要小、重量要轻，有利于人
工操作，也便于机器手应用，但设备小型
化与焊接技术指标是一对矛盾，国内同
行很难做到，也是一个瓶颈。”郑建丰说，
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努力攻克这一难

题，从材料的选择、资料的参考、技术的
引进消化以及不断地实验改进，每年都
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年，他和他
的团队耗时 4 个多月，终于攻破了电阻
焊接设备变压器和气囊关键缩水技术，
研发出了小型化的高端数字化焊接设
备。

新研发出的电阻焊接设备，长度由
原来的 570 毫米减小到 3700 毫米，重量
由原来的 110 公斤减少到 80 公斤，同时
焊接设备的耐磨性、防腐性、安全性等都
上了一个档次，由此迈上高端市场。凭
借强大的设计能力和制造能力，今年，日
基焊接有限公司通过与英国 PW 公司合
作成立了普电焊接技术有限公司，建起
了年产 3000 台套中频一体化固定点焊
机的生产线，开始参与全球性市场竞争，
计划今年完成产值 2 亿元。

“习总书记说，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
代。”郑建丰表示说，“我们作为一名研发
人员，应该不断开拓进取，不断攻克难
关，勇于做一名电阻焊接行业的工匠。”

·谢国洪 汪少娟·

郑建丰：勇做汽车电阻焊接领域工匠（上接第一版）按照生态美、产业
强、农民富的林下经济发展之路，近年
来，徽州区以打造“生态文明、绿色徽
州”为主题，以实施好千万亩森林增长
工程为统领，坚持一手抓生态保护与
修复，一手发挥生态优势，聚焦林下种
养业和森林景观，让青山变“金山”，助
力生态扶贫，促进乡村振兴。通过实
施政府补贴、小额信贷倾斜、技术指导
等方面的引导扶持，因地制宜加快发
展林下特色产业，示范联动创新林下
经济发展模式，大力推进林下种植、林
下养殖、林下休闲示范基地建设，不断
做大“绿色 GDP”。据统计，目前，徽
州区已发展林下养蜂、养鸡、养羊、养
孔雀以及林下种植菊花、铁皮石斛、中
草药、猕猴桃等特色林下经济面积 5
万亩，扶持建立林下经济专业合作社
13 家，大户 340 户，参加林下经济开发
的农户达 5000 人。同时建成徒步登
山、森林观光、林事体验和采摘森林旅
游景点达 30 个。

青山绿林育富路。去年，徽州区林
下经济实现产值 2.47亿元，林农来自林
下经济的收入占总收入的 15%以上，人
均增收约 1000 元，实现了生态和经济
双丰收。·谢国洪 谢克锋 李要中·

4 月 17 日 ，歙
县绍濂乡卫生院家
庭签约医生为村民
普及健康知识。

据 了 解 ，截 至
目前，绍濂乡卫生
院已签约 1368 人，
其 中 贫 困 户 967
人，重点人群签约
率达 92%。
吴建平 郑建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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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区林下经济“花样”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