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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楼租售
位于歙县宝诚悦府大楼租售，

1-3 层共 5200 平方，适应：酒店、
餐饮、超市、商场等。

联系人：胡先生
电话：18955939653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8 日电 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规划纲要》指出，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
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编制本规划，是为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
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
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

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
撑引领作用，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
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
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
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本规划是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合作发展的纲领性文
件，共分为规划背景、总体要求、空间
布局、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规划实施
等 11章。规划近期至 2022年，远期展
望到 2035年。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
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
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是我国开
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
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
地位。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本报讯 2 月 18 日上午，市委书记
任泽锋来到市体育馆“2019就业春风行
动”大型招聘会现场，走近招聘企业和求
职者，深入了解用工需求和求职意向，调
研就业工作。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
长周天伟，副市长李高峰一同调研。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交流活跃。任

泽锋逐个招聘点仔细察看，与用人单位工
作人员和求职者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岗位
设置、薪酬待遇、就业期望等情况。

调研中，任泽锋还听取了有关工作
汇报，要求相关部门紧紧围绕“千企万
岗稳就业，创新创业创未来”主题，精心
组织实施“2019就业春风行动”，促进城

乡劳动者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
业。要把稳定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持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切
实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就业创业，确保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目标任务完
成。要扎实做好就业服务保障工作，真

正把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发展的
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共吸引了全市
217家重点企业参会，提供了制造加工、
旅游服务、行政管理、技术研发等类别
岗位 5651个，为我市广大求职者提供了
多层次、多种类的职位。 ·胡利龙·

任泽锋在调研“2019就业春风行动”招聘会时强调

综合施策 用心服务
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本报讯 2月 18日上午，由市人社
局主办的“2019 就业春风行动”大型招
聘会在市体育馆举行。本场招聘共组
织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永佳集
团，以及黄山市 8家园区的重点企业共
计 217家参与招聘，提供就业岗位 5651
个。

从数据上看，超七成岗位需求集中
在第二产业，在 217 家招聘企业中，工
业企业占据 112 席，岗位需求 3979 人，
占 70.4%。其次，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
服务业未雨绸缪，共有 30 家企业招聘
568人，占 10.1%。从行业分布上看，岗
位需求仍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
机械加工制造、电子电器业、纺织加工
业、新能源新材料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
行业共需求 2664 人，占招聘总人数的
47.1%。一线操作工仍是需求主体。

“专业技术工人仍是企业最大的缺
口。一方面和江浙地区相比，我市的薪
资待遇整体相对偏低，另一方面，大城
市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依旧很大。”黄
山源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孙
争光表示。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为了更好留住
人才，企业近年来不断提高待遇水平，
今年仅普工，企业便开出了 5000 元每
月，引得不少人上前询问。统计数据显
示，本次招聘岗位月平均工资较去年均
有提升，其中专业技术工人平均月薪
4407 元，同比上升 15%，增幅最大。其
次，一线生产操作工平均月薪 3560元，
较去年增长 7.9%。

薪资上涨也吸引了更多返乡人才
留在家乡。“现在家乡的发展日新月异，
之前一起在杭州打拼的朋友许多都想
回乡来工作，离家近一些，幸福感也强
一点。”招聘会现场，求职者王子岳说。

除正常工资以外的福利待遇也越
来越成为应聘者关注的重点。“比如说
许多年轻的求职者会关注一年能休几
次假，与老一辈的求职者不同，年轻人
更注重生活的品质，会选择休假出去旅
游。”针对年轻人的求职心态，不少企业
也在招聘时推出了生日福利等一系列
措施吸引年轻人入职。

家庭原因也是一部分求职者选择
回乡就业的主要因素。“回家工作工资
虽然少一点，但是‘五险一金’跟外面都
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还能照顾老人和
孩子。孩子马上要小学了，我们决定回

来，毕竟孩子的教育是件大事。”在现场
求职的张先生表示。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共吸引 4400
余人入场求职。自 1 月 8 日“2019 就业
春风行动”启动以来，市人社局共组织
856 家企业，举办招聘会 96 场，提供岗
位 27401 个，发布用工信息 19 万余条
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 30.3 万份，服务
各类劳动者 14.8万余人次，达成初步录
用意向 10675人，目前已有 3178人报到
上岗。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根据‘2019
就业春风行动’的统一部署，围绕‘千企
万岗稳就业，创新创业创未来’主题，多
渠道、多形式举办招聘活动，搭建企业
用工和劳动者求职的服务平台，并对前
期企业招聘情况开展跟踪回访，检验活
动成效，对有外出招聘意愿的企业，提
供‘企业招工定制服务’，尽最大努力做
好企业对用工需求和人才需求的服务
工作。”市就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汪 鼎·

“2019就业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举行
一线技工需求旺 薪资待遇有提高

本报讯 日前，我市出台《黄山市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自 2018
年起，在全市范围内试行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到 2020年，初步构建责任明
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
偿到位、修复有效、公开透明的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

《方案》所称的生态环境损害，是指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
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素和植

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
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
退化。

《方案》将以下几种情形纳入依法追
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适用范围：发
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在国家
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
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发生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事件的；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固
体废物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以及
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

《方案》指出，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立足市情，由易到难、稳妥有序开
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探
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实施
机制。要实行环境有价，损害担责，体
现环境资源生态功能价值，促使赔偿义
务人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生
态环境损害无法修复的，实施货币赔
偿，用于替代修复。

《方案》明确，市政府是本行政区域
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

人，即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生态环境损害
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责任，做到应赔尽赔。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范围包括应急处置费用、清除污
染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
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
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调查、鉴定评估、专家咨询、律师
代理等合理费用。生态环境损害发生
后，赔偿权利人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害
调查、鉴定评估、修复方案编制等工作，
主动与赔偿义务人磋商。磋商未达到一
致，赔偿权利人可依法提起诉讼。

《方案》指出，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鉴定评估、修复方案编制、修复效果等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向社会
公开，并邀请专家和利益相关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可根据实际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王翠竹·

环境有价 损害担责

我市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绵绵春雨下个不停，黟县碧阳
镇南门村依然沉浸在春节的喜悦
里，但村民胡立吉和父母已经早早
地来到自家的花卉种植基地，忙着
除草、杀菌。

经冬的非洲菊从土里钻出了嫩
芽，一棵棵玫瑰、康乃馨正在茁壮成
长。“这 3个大棚的康乃馨是准备母
亲节上市的，你看，有的已经长出花
蕾了。”胡立吉边介绍边拔着地里的
杂草，仿佛看到了即将盛开的花海。

胡立吉的父母都已 60多岁，父
亲患有尿毒症，一个星期要做三次
透析，母亲心脏不好，因病致贫使他
们成为村里的贫困户，全家的重担
都压在了胡立吉一人身上。“我当过
司机打过工，但效果不理想，一直想
换个方向谋新出路。”谈及自己的创
业过程，胡立吉说，“一个朋友向我
建议，如今市场上花卉的需求量很
大，何不种花呢？在县扶贫办和镇、
村干部的帮助下，去年我流转了 30
亩土地决定试一试。”

万事开头难。花卉种植是一门
技术活，作为一个新手，毫无头绪的
胡立吉遇到了不少问题：资金如何
筹？技术怎么学？得知消息的县扶
贫办和乡镇干部为他提供了 5万元
的扶贫小额贷款，胡立吉艰苦奋斗，
建起大棚、喷灌等基础设施，同时又
到处走访花卉市场，求教相关专业人
士，最终确定从种植非洲菊、玫瑰和
康乃馨 3个花卉品种入手。

去年 8 月，胡立吉在自己的花
田里撒下了第一批非洲菊种子，在

技术员的远程指导帮助下，胡立吉
废寝忘食地伺弄着一株株幼苗，盼
着它们一天天长大。在他的精心呵
护下，去年 9月，第一批非洲菊顺利
开花、上市，短短半个月，这些五彩
的“希望之花”全部售罄。

第一批花卉成功采收上市，极
大地鼓舞了胡立吉的信心。半年
来，胡立吉一边细心琢磨种植技术，
一边扩大销售渠道，第二批含苞欲
放的玫瑰、第三批鲜艳欲滴的小菊
花先后上市，供不应求，销售收入达
到 3万元。

然而持续的低温，将花田里的
非洲菊冻得片叶不留，错过了春节
这个销售旺季，但胡立吉一点也没
有灰心气馁。“叶虽然冻掉了，但根
系还好，现在看到花田里重新长出
的小苗，我心里就充满了希望。”胡
立吉一边拨开浮土察看嫩绿的幼
苗，一边乐观地畅想：“今年我准备
扩大种植面积，再丰富一些花卉、配
草种类，同时争取把销售渠道扩大
到全市。另外我还想美化一下自家
的花田，打算在旁边的山坡和花田
内的小道都撒上花籽，形成远看有
花海，近走有花路，这样大家在路过
时都能欣赏到一片美景。”

胡立吉把自己的花卉种植基地
取名为“百姓花田”，因为他心中有
个远大理想：下一步打算成立一个
花卉种植合作社，让村里其他的贫
困户也能参与进来，希望让更多贫
困户都能在花田里种下脱贫的幸福
梦想。

又是一年赏梅时，暗香盈袖觅
芳踪。早春时节，歙县雄村镇的卖
花渔村最先开启赏花模式，千桩万
树的梅花，裹着淡淡的香气装点着
整个村庄，吸引了众多游客和摄影
爱好者共赴这场与花海的约会。春
风吹红了漫山的梅花，也为村民们
吹来了火红的生活。

漫山遍野、房前屋后、山坡谷底
都是盛开的梅花，构成了一幅“雨
润花开”的早春风情图，也拉开了
卖 花 渔 村 一 年 一 度 梅 花 节 的 序
幕。“早晨村庄云雾缭绕，风光太美
了，卖花渔村是个好地方，我们为
她点赞。”2 月 13 日一早，江苏游客
姚 国 才 与 众 多 游 客 一 样 ，呼 朋 引
伴，慕名而来。

卖花渔村家家户户以种植盆
景花卉、培制花桩、制作盆景为生，
已有千年历史。各种各样高低错落
的树桩盆景将庭院装扮得犹如花园
一般，三五成群的赏花人在这沁人
心脾的花香中，笑着，乐着，用相机
收藏下这无尽的春色。“真的是太美
了，我们本来准备今天就走的，现在
打算再住一天。”阜阳游客崔丽莉专
门用无人机航拍下卖花渔村的迷人
景色。

梅花绽放，芳香怡人。随着来
往的游客越来越多，卖花渔村村民
洪健红的盆景也吸引了不少游人前
来拍照、询价。二红梅、绿萼梅、乌
羽梅、杏梅……洪健红专门培养了
一批方便携带的梅桩盆景，供游客
选择。“客人把盆景往后备箱一放就

可以带走了，今年卖了上万块钱，这
几天，我卖掉十几盆。”除了盆景，洪
健红家今年新开张的民宿也让他赚
了盆满钵满，与日俱增的游客让他
的五间客房天天爆满。

同样，卖花渔村村民洪惠英也
吃上了“美丽经济”的饭。中午时
分，洪惠英的农家土菜馆里热气腾
腾，冬笋、腊肉、干豆、毛豆腐等各种
农家土菜已经切好备用，富有乡村
气息的土灶也已烧得滚热。“我这个
院 子 加 上 堂 前 ，一 次 可 以 接 待 15
桌。今年从正月初五就开始接待客
人了，南京、杭州、上海的客人多。”
洪惠英介绍，春节一过，预订中餐客
人的电话有很多，去年花季单农家
乐餐饮收入就有 3 万多元。如今，
卖花渔村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 14
家。

“每年二三月份是村里一年中
最热闹的时候。”卖花渔村村民洪吉
会介绍，卖花渔村历史上就养花、卖
花，家家户户都会养花、做盆景。而
2012 年开始的“梅花节”，则让藏在
深闺的卖花渔村多了一扇走向全国
的窗口。随着卖花渔村“梅花节”影
响力的不断扩大，慕名而来的游客
越来越多，村民们也逐渐形成自己
的销售渠道，不少村民甚至通过网
络，在微信朋友圈卖起了梅花，生意
还相当红火。

如今，卖花渔村全村 206 户近
700 人，通过种花、卖花走上了富裕
路，村民年人均收入超过 2万元。

·凌利兵 詹静·

“百姓花田”种下幸福梦想
□ 本报记者 李晓洁 祁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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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花渔村绽放“美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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