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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原黄山市石油公司党总支书记吴永馨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2018年7月4日在黄山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1岁。

吴永馨同志，1937年 10月出生，徽州区岩寺人，1954年 8
月参加工作，1958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宁国县供
销社会计，宁国县委组织部、徽州地委组织部干事，徽州地区
商业局干事，屯溪镇商业局局长，屯溪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副
部长等职，1984年 1月调往安徽省石油公司徽州分公司，先后
任公司经理、党总支书记等职。1997年 12月退休。

吴永馨同志的遗体定于 2018 年 7 月 7 日上午 8 时 30 分
在黄山市殡仪馆火化。

中石化安徽黄山石油分公司
2018年 7月 6日

吴永馨同志逝世

时间：2018年 7月 4日－8日（7：00－19：30，中午不休息）

陈年老酒高价收购黄山站
（最后一期）

因收藏需要，现向社会高价收购1953-2018年新老茅台、五粮液，2000年以前的郎酒、剑南春、董酒、泸州

老窖、古井贡酒等所有库存老酒。另收购冬虫夏草、安宫牛黄丸、阿胶、片仔廣、药酒、洋酒等。 原箱价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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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格

2012-2018年 1000-1700元

2011年 1800元

2010年 1900元

2009年 2000元

2008年 2200元

2007年 2300元

2006年 2400元

2005年 2800元

2004年 2900元

2003年 3100元

2002年 3400元

2001年 3700元

2000年 4100元

1999年 4600元

1998年 4900元

1997年 5300元

1996年 5700元

1995年 8100元

1994年 8600元

1993年 8700元

1992年 9100元

1991年 9400元

1990年 10100元

1989年 11100元

1988年 11600元

1987年 12100元

1986-1980年 12600-22100元

1979-1975年 22100-35100元

1974-1970年 36100-10万元

1969-1953年 价格面议

注：以上均为 53度茅台酒价格，品相好、酒满。（各区县电话预约均可上门收购）

可安排专业人员上门收购 凡在本次活动交易成功者均可凭小票报销来回车费（限100元之内）

地 址：屯溪区延安路82号金色延安
大酒店3楼6302号房
乘车路线：2路、5路、8路、12路、21路
到商贸城站下车即到

17600901898 朱先生

18155880692 王先生

鉴定评估电话：

www.huangshannews.cn

国家税务总局黄山市税务局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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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华

做个小于或等于自己的人

甘棠镇新时代传习中心开讲

近日，屯溪区首家新时代传习
中心在老街街道正式挂牌成立。

传习中心将进一步巩固基层
意识形态，弘扬传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加快推进精神文明创
建。下一步，该区将实现镇、街道

传习中心全覆盖，进一步打造屯
溪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新平台，打通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最后一公里”。

·钟 涛·

屯溪区新时代传习中心挂牌成立

机械插秧效率高

灵山：精耕细作贡米飘香

日前，黄山区甘棠镇新时代传习中心赴谭家桥红军
北上抗日纪念馆开展现场教学。

教学围绕“黄山区，这片厚重的土地”主题，作了有声
有色的理论阐释。宣讲期间，与会者还观摩了《黄山情
怀》《黄山儿女》等专题片。大家表示，传习中心传理论、
传政策、传法律、传科技、传文化，我们一定要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做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鲍立胜·

梅 雨 时 节 ，充 沛 的 雨 量 润 透 了 田
地，徽州区灵山红谷米基地一派忙碌的
景象：偌大的水田里，灵山贡米合作社
负责人、村党总支书记方圣贤正抓紧时
机带领村民们进行稻田管理，“秧苗正
在生长，汛期要特别注意大雨后及时清
沟理墒、防止出现涝渍影响长势和收成
……”方圣贤细心叮嘱种植户。一株株

碧绿的秧苗，预示着对丰收的期许。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种

植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农户的眼光
不再单单盯在粮食的产量上，而是通过
提升稻米的品质来进军高端市场提高
附加值。“我们灵山贡米品种除了红谷
米还有衢州白，白米红米都是有机种植
的，在种植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选种、
泡种、育秧、防虫，就是为了保证稻米质
量，满足客户对绿色无公害食品的需
求。”今年秧种下去就有老客户来下订
单，让方圣贤高兴不已：“去年我们灵山
贡米产量 4 万公斤，特别是红米品种因
为比较稀有，所以每公斤可以卖到 60
元，农民收入也比原来种植普通作物翻
番，大家搞特色种植的积极性都挺高。”

为了保护传统优质品种，带动更多

村民增收，2012 年，村里成立了灵山贡
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了品牌，方圣
贤流转数百亩土地带头种植灵山贡米，
经过种植规模的扩大和品种的改良，整
个灵山贡米种植面积已经发展到 800亩
左右，传统红谷米的产量也从原来的每
亩 150公斤增加到现在的 200多公斤，社
员目前有 20多户，其中包括 4户贫困户。

为实现灵山贡米由“种得好”向“卖
得好”转变，近年来，当地发挥乡村文化
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引导农户发展灵山
贡米、灵山西瓜、灵山竹编等特色产业，
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互联网+”，
依托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村
企联姻，线上线下齐头并进，让灵山特
产远销北上广等地，同时，依托良好的
生态和田园风光，镇村两级整合乡村资

源、挖掘传统文化、盘活土地潜力，探索
农旅结合新路子，打造田园旅游新业
态，催热乡村游、研学游、农耕游，举办
花田跑、摄影节、西瓜节等品牌活动扩
大影响力，助力传统农耕文化回归，带
动山区群众增收致富。

“下一步我们准备扩大种植面积，
把整个村能种的田能流转的就流转，然
后进行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包装、
统一营销，把灵山贡米的品牌做大，把
古老传统的贡米品种传承下去。”方圣
贤说，“我们也希望依托现代的流通网
络拓宽销售渠道，同时，通过一些旅游
推介活动展示推介贡米品牌，让优质农
产品走上市民餐桌，让好大米卖上好价
格，农村老百姓能更多受益。”

·张科 郑辰·

本报讯 7月 5日，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刘孝华出席国家税务总局
黄山市税务局挂牌仪式。他强调，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央和省市决
策部署，进一步提升税收征管服务的
能力水平，为加快建设更美丽更富裕
更文明的现代化新黄山作出更大贡
献。

刘孝华指出，国家税务总局黄山
市税务局的挂牌成立，标志着全市税
收工作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全市
税务系统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增
强“四个意识”，确保圆满完成改革各

项任务；要蹄疾步稳促改革，坚持“瘦
身”与“健身”相结合，围绕关键环节
和时间节点搞好衔接配合，实现机构
合并和业务整合两促进；要统筹兼顾
优服务，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提升全社会和纳税人的获得感；要聚
焦主业强队伍，确保圆满完成全年收
入任务，并以改革为契机，推动税务
干部队伍能力素质的全面提升。

按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原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合并，组
建国家税务总局黄山市税务局，承担
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
等职责。 ·汪 鼎·

本报讯 记 者 闫 冲 冲 报 道 7
月 5日，黄山日报数字化印务中心项
目建设动员大会在黄山经济开发区
举行，标志着黄山日报社转型发展、
融合发展迈出关键一步。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徐德书出席动员大会并宣
布开工令。

据悉，黄山日报社以“黄山云”融
媒体中心建设项目为载体，加快推进
转型发展、融合发展。“黄山云”融媒
体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 2370 万元，
分为数字化印务中心、“黄山云”融
媒体平台和创建徽州文化大数据库
三个子项目。其中，黄山日报数字
化 印 务 中 心 项 目 列 入 2018 年 市 政

府投资性项目，争取地方债资金支
持 ，目 前 已 完 成 投 资 1050 万 元 ，计
划 9 月底建成，10 月初实现印务中
心整体搬迁。

黄山日报数字化印务中心项目
坐落在黄山经济开发区，建成后将解
决党报印刷安全风险点问题，做大做
强黄山日报文化产业，实现报社转型
升级。数字化印务中心除承担《黄山
日报》印刷业务外，还可承接周边印刷
业务，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黄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
责同志，市委宣传部、市经开区、市发
改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等有关单
位负责同志参加动员大会。

黄山日报数字化印务中心项目开工
徐德书宣布开工令

城区排名：
第一名 屯溪区
第二名 徽州区、黄山区、黄山经济开发区（并列）

县排名：
第一名 祁门县
第二名 休宁县、黟 县（并列）
第三名 歙 县

市直主要涉创部门排名：
第一名 市食药监局
第二名 黄山银监分局
第三名 市文化委
第四名 市工商局
第五名 市公安局
第六名 市住建委
第七名 市旅委
第八名 市城管执法局
第九名 市政务中心
第十名 市交运局
第十一名 黄山城投集团
第十二名 市商务局
第十三名 市卫计委
第十四名 市教育局

第一名 屯溪区江南新城农贸市场（牵头单位：屯溪区）
第二名 屯溪区阳湖新安农贸市场（牵头单位：屯溪区）
第三名 屯溪区城东农贸市场（牵头单位：市城管执法局）
第四名 徽州区徽州农贸市场（牵头单位：徽州区）
第五名 黄山区芙蓉农贸市场（牵头单位：黄山区）
第六名 屯溪区万贯农贸市场（牵头单位：市工商局）
第七名 屯溪区前园农贸市场（牵头单位：屯溪区）

黄山区龙井农贸市场（牵头单位：黄山区）（并列）
第八名 屯溪区丰华农贸市场（牵头单位：市城管执法局）
第九名 徽州区井信农贸市场（牵头单位：徽州区）

屯溪区沙洲农贸市场（牵头单位：市城管执法
局）（并列）

黄山市文明办
2018年 7月 5日

市创城工作及全域环境整治6月份考评结果

全市农贸市场专项整治6月份考评结果

332 地质队有一个人，大家不叫他
名字喊：“先生”。这里有个久远的故事。

1977 年张瑞华大学毕业，出差绩
溪小矿点。三个地质员一起，天亮了背
着包，带着干粮，在山里翻爬，天黑了，
翻阅资料做日记，交换勘测信息。在小
矿点这么一个环境里，小张清秀、儒雅、
阳光，特别书生。同事对着张瑞华来了
一句：你真是个先生！大家噗哧笑了。
小张也给弄了个大红脸。一晃 40多年
过去，“先生”的称呼，越来越牢固，也越
来越有色彩了。

如今，张瑞华已经退休，却依然在
老旧的办公室里，埋首大堆图纸。不时
有人进来向他请教一个计算公式，或是
某种矿脉的准确表述。橱子里是满满
的资料，桌上堆着鼓囊囊的文件袋。年
龄已近古稀的张瑞华，还是那个姿态。
铺开的图纸上，红红绿绿的色彩。张瑞
华告诉我，谁是钨，谁是金，谁是银，还
有铜、锌和铅。张瑞华做的事情，就是
把埋在地底的东西找出来。

经验就像金子一样可贵。从新潭
的膨润土矿、休宁天井山金矿，到绩溪
逍遥钨多金属矿，张瑞华担当的角色和
意义是突出的，他所涉及的储量计算、
地质绘图等专业受到了业内的关注。

2012 年，一个企业出年薪 12 万元
聘请张瑞华做顾问，他笑笑，没去；对方
增加到 18万元，他仍然笑笑，未去。张
瑞华有张瑞华的逻辑：队里已经返聘了
他。虽然对方的聘金远远超过队里，但
不是钱的事。深层次里，有个抹不去的
地质情结：能力是队里培养的，本事是
队里训练出来的，反哺单位责无旁贷，
队里需要就是压倒一切。“先生”被大家
叫了一辈子，听了觉得实在。他的爱好
就是自己的专业，没有更多的兴趣需要
对待。坐在老旧的办公室里，看着楼与
楼之间的绿叶，心就定了。

2006 年，张瑞华任了队里离退休
干部党支部组织委员，75 名党员住得
分散，他挨家挨户送材料、收党费。支
部换届，对于腿脚不便的人，他捧着流
动票箱上门。2012 年，他被推举为市
老年科技协会理事，为市里科技事业建
言献策、提供咨询服务。张瑞华是一个
低调的人，自己的作用和本事，总被自
己缩小些，做个小于或等于自己的人，
是习惯，就像自己对于矿量的估算。张
瑞华觉得无论做人还是搞专业，这才对
了！ ·阮文生· 7 月 4 日，黟县有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胚芽米生产基地，农机手在进行中晚稻

机械化插秧。
山区机械化水稻种植一直是个难题，黟县有农公司通过不断揣摩实践各种规模

化、机械化实用技术，成功实现山区全程机械化，提高了耕作效率。 詹强华/摄

（上接第一版）3 月 26 日下午，由综合执
法局行文，向管委会各处室局、集团公司、股
份公司发出《关于征求黄山风景区有偿救援
实施办法意见的函》……

由于国内景区实行有偿救援是个新鲜事
物，《办法》起草过程并不是一澜静水，很多工
作是摸索前进。徐青阳说，起初召开讨论会，
大家坦诚交流，围绕有偿救援构成要件、费用
性质等方面，观点交锋很多，特别是对有偿救
援的定义，起草组一直在吸纳意见，不断修
改，字字斟酌，确保权责清晰。实质上，有偿
救援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发生救援时，旅游管
理机构与旅游者权责内容和边界如何界定。

徐青阳说，经过多轮讨论，大家形成共
识。对于在景区开发开放区域内的所有游
客（无论有无购票）造成的事故，黄山风景区
都会履行公共救援的责任和义务。当游客
不遵守黄山风景区游览规定，擅自进入未开
发、未开放区域，陷入困顿或危险状态，这三
个要件都具备时，管委会完成救援后，由旅
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救援费
用。在有偿救援过程中，管委会和被救援者
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管委会向被救援
者提供救援服务，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
系，属于民事关系范畴。

求索：探寻法治与人道主义的平衡点
黄山风景区拟实行有偿救援，从法律层

面的探索，逐步延伸到公众领域，引起了舆
论对有偿救援背后人道主义的关注。

2 月 5 日，《黄山景区今年启动实施有偿
救援》的消息开始见诸媒体。

“任性”遇险就该自己埋单，愿有偿救援

制度能形成警示作用；景区“有偿救援”合理
吗，身处险境的游客因不愿花钱而拒绝有偿
救援后发生意外怎么办……

舆论场上，正反观点激烈交锋。
2 月 6 日，黄山风景区召开舆情分析会，

分类梳理媒体对拟实行有偿救援的意见建
议，初步提出有偿救援的基本原则。

葛 旭 芳 说 ，黄 山 风 景 区 是 负 责 任 的 景
区，“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一直贯穿

《办法》起草全过程。市委副书记、景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黄林沐高度重视，多
次听取汇报，提出明确要求。景区上下一致
明确了实施有偿救援的基本原则，一是先救
人后收费原则，凡是在黄山受困或遇险，景
区都会给予救援救助；二是有偿救援与公共
救援相结合原则，让违规者承担相应成本，
不让公共资源为违规行为“埋单”；三是教育
和警示相结合的原则，救援结束后，对违规
者进行批评教育，同时综合运用法律手段和
道德规范，多管齐下最大限度减少擅自进入
景区未开发开放区域行为。

随着更多关于黄山风景区拟实行有偿
救援的内容释放出来，《人民日报》、中央电
视台、新华网等越来越多的媒体对此持理解
和支持态度，认为开展有偿救援是一种有益
探索，将减少一些“任性”旅游者的“任性”度，
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还有一些建议
的声音，认为黄山风景区应当通过完善相关
配套制度，避免负面风险，对各种情形做好充
分预案。也有质疑的声音，有媒体援引专家
意见，认为探索有益，但可行性存疑等。

与 此 同 时 ，黄 山 风 景 区 起 草 组 走 访 游

客，采集意见建议。
葛旭芳说，我们一直希望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讨论有偿救援话题。景区对大家意见
建议持开放态度，科学合理吸纳，反复修改
文稿十几次，努力使公共决策科学化，反映
大多数人的意愿。

论证：保持冷静继续前行
一步一个脚印，黄山风景区扎实推进。
4 月 11 日，黄山风景区管委会组织召开

专家论证会，邀请安徽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
院长李明发、安徽省高院民一庭副庭长张红
生、黄山市法制办合法性审查科科长张志
革、黄山市旅委法规监督处马凌云、歙县人
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叶国强、安徽一飞律师事
务所律师江建辉、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法律顾
问储贵生等为成员的专家组，从法律层面对

《办法》文稿进行把关。
“该实施办法的制定于法有据，运用民事

债权债务处理方式解决此类问题的思路可
行，基本涵盖处理此类问题的基本内容，文字
表述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条文详略安排上
有待进一步优化。”专家组对《办法》起草思路
和框架的肯定，坚定了黄山风景区的信心。

4 月 13 日，正在黄山市调研《旅游法》贯
彻实施情况的两位旅游法专家杨富斌、王天
星，听闻黄山风景区在起草制定《黄山风景
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十分感兴趣。
杨富斌曾以专家组召集人身份参与起草《旅
游法》工作，特意向景区介绍了当年制定《旅游
法》第八十二条条文的背景及目的。他表示，
当时大家对《旅游法》第八十二条如何落地实
施，还是存有困惑的。黄山风景区积极探索有

偿救援，对违规旅游者进行警示教育很有意
义，填补了旅游法在有偿救援方面实践上的空
白，希望景区以后及时反馈实施情况。

王天星对《办法》文稿的基本原则、框架
结构等给予充分肯定，结合自身对国外旅游
探险紧急救援法规的研究，针对《办法》文稿
的适用范围、救援经费的筹措、相关教育措
施的实施等提出了建议。

4月 19日，黄山风景区管委会组织园林、
财政、综治、公安、法制等部门负责人召开研
讨会，吸纳法律专家意见，在修改的基础上
臻于完善。

4 月 25 日，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通过门户
网站，公开发布《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
实施办法》文稿征求意见。

徐青阳说，按照要求，管委会法制办率
先研究，提前介入，全程把关文件的起草工
作。公开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各方面对《办
法》文稿都比较认可，对个别词句表述提出
了一些意见建议。我们在吸收合理化建议
的基础上，对《办法》文稿做了微调。

5 月 25 日，《办法（草案）》提交黄山风景
区相关会议进行审议。

其后，《办法》报市法制办，通过合法性
审查。

5 月 31 日，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召开新闻
发布会，宣布《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
施办法》，将于 7月 1日起正式施行。

后记：7 月 1 日，就在《办法》正式实施的
第一天，荚银生表示，希望《办法》实施对“任
性”旅游者有所警示，同时更希望这个《办
法》永远不会发生现实案例。 ·闫冲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