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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3 日下午，歙县在秸
秆禁烧工作专项巡查行动中，发现徽城
镇鲍川村村民方某某、张某某使用明火
露天焚烧秸秆。歙县相关部门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安徽
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对方某某和张某某分别处以 900 元
罚款。

近期，油菜相继进入收割时节，歙
县采取多种措施，做好秸秆禁烧与利用
工作，减少环境污染、保障空气质量，坚
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歙县郑村镇在与农户签订禁烧承
诺书的同时，疏堵结合，控制源头，做
好秸秆回收及综合利用。除了提倡深
松整地的保护耕作方式，做好秸秆还
田，直接利用外，在各村建立临时秸秆
收储点 15 个，做好菜籽秸秆的收储工
作。同时，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推行
秸秆回收利用，支持棠樾村的歙县凝
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到收
储点回收秸秆，提高秸秆回收综合利
用率。徽城镇新州社区则组织社区党
员志愿者在辖区开展全天候巡查，及

时发现并制止焚烧秸秆现象，对重点
区域实行不间断巡查，切实做到不留
死角，不留盲区，不留隐患，确保不燃
一处火，不冒一处烟。

歙县还大力提倡推广农作物秸秆
肥料化利用，机械化粉碎还田、利用秸
秆覆盖园地、集中堆放腐熟还田、动物
过腹还田等农业生产利用技术，被广大
农户所认可。另外，该县还鼓励农户把
秸秆作为畜牧业的饲料利用，积极推广
秸秆青贮、氨化和发酵技术；提倡用作
物秸秆作为食用菌育苗、花木、草坪生

产基料利用；提倡秸秆作为沼气、生物
质燃料生产及造纸建筑板材生产等原
料利用。

歙县秸秆禁烧与利用工作领导小
组还采取明察暗访的形式对各地秸秆
禁烧工作开展督查巡查，对禁烧工作不
力、措施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
响的，将依规依纪进行追责，坚决守住
生态保护红线，全力让歙县在经济社会
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凌利兵·

歙县：秸秆禁烧打响“蓝天保卫战”

本报讯 眼下正是油菜收割的高
峰期。休宁县多措并举，抓紧进行油菜
秸秆的收购、运输、加工等工作，提高油
菜秸秆综合利用率，促进油菜秸秆禁烧
工作有效开展。

在休宁县五城镇龙湾村成片的田地
里，秸秆经纪人汪玉顺一边收购油菜秸秆
一边介绍说：“每亩秸秆付 50元。我们到
田边来收，可以方便村民，做到应收尽收。”

便捷的收购方式，加上一定的经济
收益，提高了种植户出售秸秆的积极
性，有效控制了油菜秸秆焚烧。龙湾村
村民熊国利觉得这是件好事：以前一把
火 一 点 ，到 处 冒 烟 ，确 实 影 响 空 气 质
量。现在把秸秆卖给经纪人，既减少了
环境污染，又得到了实惠。

收购的秸秆被运往附近星洲村的
收储加工点进行加工处理。在这里，秸

秆被打碎，再用作肥料还田。
秸秆综合利用是休宁县的民生工

程，县农委干部程德进介绍，以此为契
机，他们培育引进了一批秸秆综合利用
企业，切实解决了秸秆的后续处理利用
问题。同时培育了一批秸秆经纪人队
伍，解决了秸秆的回收问题。此举明显
提高了全县秸秆的综合利用率。

据了解，为切实做好今年油菜等农

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工作，减少因秸秆
焚烧产生的环境污染，休宁县加强领
导，多方联动，推进农作物秸秆“五化”
利用：提高农作物秸秆机械粉碎化还田
利用、能源化利用、工业原料化利用、饲
料化利用、肥料基料化利用水平。同时
制定相关政策，对适合本地的主要利用
方式明确具体操作要求、设定具体奖补
标准。 ·李学军·

休宁：“五化”提高秸秆综合利用

为推进社区居民自治建设，建立和
谐社区，近年来，屯溪区不断创新社会管
理模式，推行“居民说事”制度，在社区设
立“聊天室”，在居民常聚的场所设立“说
事议事点”，说社区大事、说生活难事、说
邻里小事、说家中烦事，让居民成为和谐
社区建设的好帮手，“说”出社区的和谐。

5 月 3 日，在老街街道 60 号，老街社
区党务工作者胡晓丽正手持一本“老街
社区居民说事议事记录本”，认真记录居
民方阿姨反映的问题。“我今天要反映老
街路灯的问题，街道两旁的路灯一直不
亮，这给我们出行带来很大的不便，麻烦
社区说明下情况，尽快请人来维修。”这
是老街社区设立在商铺间的“居民说事
点”。

据介绍，老街社区党委以党支部为
核心，在所属 5 个党支部活动点的老街
60 号、老街 120 号、老街 139 号、老街 187
号和枫林巷 7 号建立了 5 个“居民说事
点”。平日里，社区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
者来到这里，听取居民的烦恼和心声，填
写《老街社区说事议事情况登记表》，确
保群众“说事”渠道畅通有序。

“‘说事议事’真的有用，我反映的房
屋隐患问题很快就搞定了。”老街 21 号
商户吴转红告诉笔者，由于自家的房屋
年久失修，之前屋檐摇摇欲坠，而下面就
是来来往往的行人。“我把这个问题向我
们的党员志愿者反映后，相关部门立马
就来对我的房屋进行了修缮。”

居民说事，扩大了社区的事务管理

面，把小事件解决在萌芽状态，政令通、
民心顺，邻里和谐，社区安宁……在荷花
池社区，我们见到了同样的场景。“我来，
该我了！”“让我也说两句！”这是荷花池
社区“唐老聊天室”的现场，居民代表们
踊跃发言，气氛热烈。近日，住在荷花池
社区 1 栋 301 室的郭先生匆匆来到聊天
室，反映家里天花板漏水的问题。社区
工作人员唐来发耐心倾听、不停记录居
民反映的问题，“大家不着急，慢慢说，你
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一定尽快解决！”翻
开“唐老聊天室接待登记表”，笔者看到：
高龄老人补贴申请要求、下水道堵塞、天
花板漏水……一桩桩、一件件，只要社区
居民到“唐老聊天室”来反映的困难诉
求，社区都会积极协调解决。路灯不亮

了，道路不平了，水管破裂了，周围太嘈
杂了，说出来的一件件芝麻小事有人理
了，有人做了，居民的心气顺了，社区变
成了安全文明的生活小区。

“正是这些‘居民说事点’让大家聚
在一起，主动出点子、主动参与、主动管
理，我们才能在小区看见一个日益有序，
美丽和谐的面貌。同时，随着‘居民说事
点’这种居民议事模式的不断完善，社区
居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功能将进一步
提升。”社区相关负责人感慨道。

“聊天说事点”作为社区党建的一项
创新之举，是完善自治功能、提升服务水
平 的 一 项 探 索 ，是 让 民 意 畅 通 的 新 渠
道。屯溪区以此作为居民群众与社区沟
通、交流的平台，从居民身边收集问题、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它成为社区工作
的动力和压力，从而提升社区服务质量，
更加努力地为居民打造良好的生活环
境，让居民群众享受更加便捷的服务，真
正搭建起社区与居民、居民与居民间交
流的和谐桥梁。

·程梦君·

“居民说事点”说出社区大和谐

5 月 15 日，在阜上农民新村小区内，
工人们正在对小区的路面以及管网进行
改造，施工单位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生产前提下，紧抓施工进度，确保在今年
6 月 中 旬 完 成 改 造 。 据 了 解 ，屯 溪 区
2018 年计划对 27 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
总投资 5000 万元。重点对老旧小区的
雨污管道、道路硬化、室外及楼道照明、
停车场地、强弱电管线下地、环境卫生等
进行综合整治。截至目前，已实施 19 个
标段，涉及 25个小区。

徐雅娜/摄

老旧小区改造惠民生

5 月 15 日，歙县深渡镇绵潭村村民姚和平家门口两株盛放的蔷薇花，吸引着过
往游客驻足欣赏、留影。 潘 成/摄

蔷薇盛开引客来

5 月 14 日，笔者走进黄山区三口镇
汪家桥村尚书里林下种植基地，只见成
片的林木之下，黄精又绿又长的枝叶像
铺了一张大大的绿色地毯。基地负责
人孙荷芳戴着草帽，正带着 20 多位本
地村民在基地里忙着锄草施肥。

站在林地里，俯视尚书里村民组，
错落有致的房屋静卧在一片深山底部，
村子被山环绕了好几圈。“这些山场都
是‘绿色银行’啊！”孙荷芳说道。

2016 年底，孙荷芳先后投入 1100
多万元，与三口镇签订山场土地租赁合
同，租赁山地 210 亩，林地 300 多亩，开
启了林下种植之路。2017 年 3 月，孙荷
芳在自己的山场里种下了青钱柳、结香
树等一批树种，在她的辛劳之下，山场
成功变林场。

林下种什么呢？孙荷芳经过了解、

调查，最终选择了黄精、三叶青。如今，
200 多亩的黄精长势茂盛，长长的枝条
上大片大片绿色的叶子，叶子下面垂着
小小灯笼状的花苞，小巧精致。黄精是
一味珍贵的中草材，孙荷芳认真学习种
植技巧，她立足三口镇生态资源优势，
采取仿野生种植方法，提高了黄精的药
用价值。为做实林下经济，孙荷芳成立
了黄山春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与浙江
一家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种植出
的三叶青、黄精等中草药可以直接销往
该公司，不用操心销路。

当天，天气晴好，20 多位村民正在
基地里忙碌着。据了解，这里常年聘用
的有 20 多人，忙的时候有 40 多人，来务
工的都是本村或周边村的村民，基地每
月工资支出在 4 万元左右。有了这个
林下基地，尚书里周边村民多了家门口

就业的机会。“在这里做事，一年多了
5000 多元，真好！”贫困户孙秀兰说道。

在黄精基地旁边还种有一片三叶
青，今年 12 月，这片三叶青将成为该林
下基地第一批收获的果实，100 多亩三
叶青将成熟。“三叶青亩产在 75 公斤左
右，新鲜的三叶青茎块能卖到 400 多元
一公斤，市场很看好！”孙荷芳信心满满
地说道。眼下，基地里 50 多万株三叶
青正静待丰收，黄精预计明年下半年也
将成熟上市，基地里处处绿意葱茏，展
现出丰收的图景。

说到今后的发展，孙荷芳更有信心
了。目前该林下基地已与安徽省实用
技术研究院签订合作协议，开展黄精优
质品种育苗、栽培、防治、加工等系列试
验项目，还与黄山华绿园生物加工有限
公司建立样品检测、生物提取、产品加

工、市场开拓等长期合作关系。孙荷芳
说今后将着力提升品牌效益，建立线上
线下销售平台，带动周边农户种植 500
亩黄精，给当地村民创造增收致富路。

孙荷芳说她并不满足于当前的种
植，她要把这片林下基地发展成为农旅
目的地。孙荷芳的信心不无道理，三口
镇邻近黄山风景区，山水等自然资源十
分丰富，走进林下基地，原有的骄阳也
被遮蔽，在养眼的绿意里感受到丝丝清
凉与惬意，是人们休闲的理想之地。“农
旅成功结合，可以为村民创造更多乡村
旅游的机会，希望让这片绿色林场真正
成为大家的‘绿色银行’。”

·崔 艳·

为提高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
和幸福指数，日前，歙县绍濂乡计
生协联合乡民政、团委、妇联等单
位组成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关爱空
巢老人行动。该乡志愿者对结对

帮扶的 212名空巢老人进行保洁、
谈心及帮助解决生活困难等贴心
服务，使关爱空巢老人行动常态
化，让空巢老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关爱和社会的温暖。 ·雷 英·

5月 15日,记者从黄山海关获悉，1-4月我
市茶叶出口值 3.5 亿元，占我市总出口值的
24.5%，占同期全省茶叶出口值的 77.4%。我市
茶叶主要出口地区为非洲，前 4 月我市企业对
非洲出口茶叶 3.0 亿元。歙县薇薇茶业、黄山
市开神茶业、黄山王光熙松萝茶业为茶叶出口
值排名前三位的企业。 ·李学军·

前4月我市茶叶出口值3.5亿元

绍濂乡关爱空巢老人在行动

5 月 14 日，黄山海关团支部来到结对帮扶点——歙县小洲中心学
校开展“海关知识进课堂”活动。通过知识问答等形式，黄山海关的哥
哥姐姐们向大山里的孩子们传授了海关职责、通关规定、禁限物品以及
疾病预防等知识。 李学军/摄

“现在可比以前强多了，路好走
了，脏水有地方排了、花花草草种起
来，水塘、沟渠也整得有模有样。”

“村里特别干净漂亮，散散步、走走
路都是一种享受。”“前阵子我们搞
玫瑰花节游客可多了，好多城里人
都羡慕我们村呢。”这是徽州区潜口
镇澄塘村村民对村庄变化的共同心
声。

初夏时节，走进澄塘村，只见昔
日村民们闲置的 300 余只腌菜缸经
过“能工”的精心雕琢，“变废为宝”，
化身为一个个别致灵动的苗圃、花
园；原本影响村容的柴火经过“巧
匠”的搭配组合，成为一处处质朴有
趣的乡村风景。村党支部书记鲍玲
萍介绍：“我们利用闲置的罐子，老
旧的砖头瓦片设计成花坛、景观墙，
老百姓一看效果挺好，既美化了自
家庭院，又变废为宝，大家都很乐
意，主动支持。”用坛坛罐罐把房前
屋后美化起来，用花花草草把边边
角角点缀起来，用老砖老料让文化
厚重起来，村民房前屋后像这样的
菜园、花圃、摄影墙有 30 余处。今
年，在坚守村庄特色的前提下，潜口
镇澄塘村美丽乡村建设全面铺开、
如火如荼，深入实施农村垃圾污水
厕所“三大革命”和农村环境“六清
理”，增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积极
动员村民自行清理房前屋后的生活
垃圾、开展改水改厕，并投资 300 多
万元加快三线地埋、污水管网入户、
生态停车场及星级标准旅游公厕建

设，并以村主干道为线、沿迎头坞水
库 6 公里登山步道为环，启动“一线
一环”景观提升工程，投资 4 万元种
植 300 余株美国红枫，打造“花海长
廊”，不断刷新乡村颜值。看得见摸
得着的变化，让村民们有了满满的
幸福感。村民张海全感叹：“以前村
里路不平水不畅，基础设施跟不上，
现在党的政策好、许多民生工程都
在做，让我们老百姓享受很多实惠，
现在大家要一起努力把整个环境搞
好。”

不仅美化环境，还注重“产业塑
形”，今年，村里立足“农耕澄塘”特
色，依托村中 700 亩玫瑰花基地、桃
园基地、菊花基地和蔬菜基地，以电
子商务进农村为契机，发挥线上线
下融合优势，引导农户注重品牌创
建，开发玫瑰花酵素、玫瑰花茶、玫
瑰糕点等特色产品，促进农旅、文旅
结合，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农户
致富增收。同时，该村还积极开展
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活动，利用房前
屋后及空置墙面，紧扣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以乡风文明、村规民约、
中国梦等为主题，绘制了 300 平方
米的文化墙；拆除改建老村部附属
房，打造乡村爱情文化展示馆，通过
文字、图片、实物、文物等形式，推出
老式结婚证展示、爱情照片墙、徽州
婚嫁、文明礼俗等展柜，展示乡土文
化 ，承 载 乡 愁 乡 情 ，弘 扬 时 代 新
风。

·江涛 张科 姚静·

澄塘“变形记”

面子里子都美了

孙荷芳 让林场成为村民的“绿色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