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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台机关效能建设实施意见
着力整治四类问题

www.huangshannews.cn

“五一”小长假期间，黄山风景区积极开展党群志愿服务。 王辉/摄

山水生态高颜值 文明旅游成风尚

“五一”小长假，我市各景区景点游人如织，记者在走访
中发现：文明旅游蔚然成风。

5 月 1 日上午，屯溪老街游客已经络绎不绝，但青石板
路面依然干干净净。“街道比较干净，人也文明，服务挺好
的，整体感觉很不错。”来自内蒙古的游客卢建军对屯溪老
街的卫生和服务赞不绝口。

“ 比 以 前 好 多 了 ，游 客 都 自 觉 地 把 垃 圾 扔 到 垃 圾 桶
里，现在我的工作比以前要轻松多了。”老街环卫工人吴四
六告诉记者，在老街做环卫工作的 7年里，切身感受到了游
客的素质不断提高。老街志愿者服务队副队长凌礼有着同
样的感受，这几年，凌礼明显发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少了，
最为直观的是，以前街上乱丢垃圾的现象屡见不鲜，现在游
客都会主动询问店家垃圾桶位置。

坐落在屯溪老街的屯溪博物馆门口，游客们已排起了
长队等待参观，现场井然有序。

“游客到文化场馆静悄悄的，不大声喧哗，不触摸裸展
的文物，小朋友也很自觉。”博物馆工作人员姜曼介绍，相比
较前两年，游客在稳步增长，游客文明出行的意识越来越
强。“游客在文明和谐的氛围中感受徽州历史变迁，在安静
有序的环境里接受徽州文化熏陶。”姜曼说。

在新安江延伸段湖边古村落，某商户负责人许鸿鹄招
呼游客们品尝自制徽州糕点，一旁还有两位小女孩帮忙收
拾乘客品尝过后的垃圾。

“最怕游客乱丢垃圾，破坏环境，所以安排了小工作人
员负责收集垃圾，没想到游客们都非常自觉，要么丢进垃圾
箱，要么随身带走。”许鸿鹄说，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三
四岁的小游客，吃过糕点随手将包装袋丢在地上，走了一点
路，又回来把垃圾捡了丢进垃圾桶。 ·吴玉莲 程向阳·

风景入眼 文明入心

本报讯 “五一”小长假，为维护良好的旅
游秩序，黄山风景区在做好疏导、保障的同时，
加强文明旅游引导，营造健康有序的出游氛围。

黄山风景区在南大门、温泉、玉屏、天海、北
海、云谷、松谷等集散地设置 10个志愿服务点，
安排 300 人次的志愿者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
维护秩序、应急处置、安全提醒等服务，同时，针
对垃圾乱扔、不在规定区域吸烟、排队插队等一
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志愿者进行文明告知、文
明提醒、文明规劝，提醒旅客文明出游。

在黄山北海景区，连续几天开展的“倡导绿
色低碳旅游”活动受到了不少游客的关注和支
持，游客们写下文明旅游倡导语贴在活动背景
墙上，用实际行动参与、呼吁更多的人文明旅
游、文明出行。北京游客田巍认为，保护环境是
大家的事，需要靠大家共同努力、共同维护黄山
的生态环境。

胡杰对黄山的文明劝导工作表示称赞，但

她认为景区的旅游秩序仅靠工作人员还不够，
还需要游客提升自身的文明意识，在自己文明
旅游的同时，还要做好对身边人的提醒。

节日期间，黄山风景区在景区大门、售票
处、游步道、游客休息区等区域，通过电子显示
屏滚动播放文明出游提示语、设置文明旅游提
示牌等方式，打造和谐文明的出游环境；300多
名环卫工分布在游步道上不间断进行保洁；小
长假前三天，景区共向广大游客免费发放垃圾
袋 5000 个；景区还通过开放无线网络、免费提
供茶水、播放影碟视频等方式，缓解高峰时段游
客排队烦躁情绪；黄山风景区汤口旅游综合执
法大队联合景区市场监督、运管等部门先后对
景区、汽车站、酒店、旅游商店等涉旅经营场所
进行深入检查，纠正存在的问题，规范假日旅游
市场秩序。景区投诉中心平台工作人员 24 小
时坚守在岗，在线为游客解疑释惑和做好投诉
处理等工作。 ·侯 晏·

黄山风景区：文明旅游 不负最美风景

本报讯 “五一”小长假，黟县迎来旅游
高峰。千名党员志愿者活跃在城乡各地的
风景旅游点，为各地游客提供暖心服务。

今年，黟县在以往节假日志愿服务的基
础上进行了再提升再创新，在全县各景区、
景点、交通主干道重要节点和县直机关设置
百余处旅游服务咨询台和旅游服务点，百个
单位千个停车位免费对外开放，百座厕所千
条板凳供游客使用。县直各机关单位、乡
镇、村千余名党员干部加入文明旅游志愿队
伍，假日期间坚守在旅游服务志愿岗位，义
务协助维护旅游秩序，做好景区设施管护工
作，全天候为各地游客提供旅游咨询、协调
帮助、应急救助、文明引导等一系列服务。

宏村村党总支书记宋纯忠佩戴党徽，在
志愿服务岗耐心地为前来问询的游客解答
问题。他说：“宏村是我的家乡，希望前来的
游客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作为党员应该
带好头，做好榜样，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在西递景区，沉浸在美景中的陈女士，

手机不慎掉落河中。西递旅游公司党支部
党员黄伟生接到游客求助后，立即找来竹兜
帮助打捞。因河水较深，一时之间无法顺利
捞出，为避免游客财产损失，黄伟生跳入河
中将手机捞起交给失主，受到了周围游客的
一致点赞。

热情的服务树立了黟县旅游的良好形
象，让众多游客在参观“世界文化遗产地”、
游览“桃花源里乡村”的同时，在内心深处更
加直接、更加真切地感受大美黟县、热情黟
县的无限魅力和人文内涵。

党员志愿者们通过假日执勤，围绕“我
是党员我先行”的理念，践行“为人民服务”
的誓言，舍小家、为大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全县人
民和旅游从业者，努力为游客提供热情的服
务和优质的体验，积极助力“全域旅游、全景
黟县”发展，为创建现代国际乡村旅游综合
示范区贡献力量。

·刘晶晶·

“这几天，我都上五龙山，
看到垃圾，就捡起来。”5月 2日
上午，笔者在登临皖赣交界海
拔 1468 米的五龙山欣赏杜鹃
花时，又一次遇见了程新九。
只见他拎着个大塑料袋，四处
不停地搜寻垃圾，只要发现，就
及时捡起来放进塑料袋中。

程新九是休宁县陈霞乡里
庄村人，今年67岁。因为妻子身
体欠佳，生活较为贫困，他家被列
为贫困户。村里安排他负责村中
的卫生保洁工作，他干得扎扎实
实，得到了村民的好评。

里庄村是离五龙山主峰最
近的村庄，五龙山山顶有十里
杜鹃花海，花开时节，蔚为壮
观。这几年，五龙山的杜鹃花
名气大了，四五月份，有不少外
地的驴友团队前来旅游。虽然
多数游客都比较文明，但也有

少数游客将垃圾扔在路旁，影
响了风景。

其实山上的垃圾清理，并
不在程新九的职责范围内，但
他只要上山，总喜欢随身带几
个塑料袋，将山上的垃圾捡拾
起来，送到山下统一清理。他
说：“花美环境更要美，不能让
垃圾破坏了游客的心情。”过往
的游客，纷纷点赞，称他是“五
龙山最美的护花人”。在他潜
移默化的影响下，许多游客也
主动将垃圾带下山。

这些年，观赏价值较高的
野生杜鹃成了抢手货，常有人
上五龙山偷偷采挖。程新九只
要发现，就会及时劝阻；对于极
少数不听劝阻的，他就及时报
告，有效遏制了不法行为，保护
了美丽杜鹃花。

·汪红兴·

程新九：五龙山的“护花使者”

黟县：党员志愿者服务假日旅游

5 月 3 日，歙县徽城镇渔梁景区引来众多杭州游客。歙县在“融杭”中，把乡村旅游景点
推介给杭州市民，吸引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据统计，“五一”期间，渔梁游客比去年同期增加
20%以上。 吴建平/摄

“五一”小长假期间，我市各类文化博物馆游客如织人气旺。
图为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内，一群学生正在聆听徽商创业的故
事。 胡利龙/摄

本报讯 日前，市机关效能建设领
导小组出台《关于 2019 年度市直机关
效能建设的实施意见》，持续推进机关
效能建设，大力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
干”，着力整治四类问题，力促机关作风
大转变、办事效率大提高、服务质量大
提升。

着力整治敷衍塞责，不担当不作为
问题。整治工作上行动迟缓、推诿扯
皮，敷衍塞责、不愿担当，精神萎靡不
振、状态不佳等问题。持续对工作状
态、服务态度、会风会纪、节假日值班值
守等开展明查暗访。

着力整治贯彻上级精神和落实中
心工作任务行动迟、成效差问题。整治
贯彻上级重大决策部署和落实市委市
政府中心工作任务行动迟缓和表态响、
成效差，落实不到位或者不落实，“报喜

不报忧”以及报告情况不及时、不全面
等问题。

着力整治办理审批服务事项效率
低、服务差问题。整治不按照服务承诺
制、限时办结制、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
知制等制度规范履职的行为；不按照

“两集中两到位”规范审批服务事项进
驻，事项应进不进、向窗口授权不充分、
在本单位审批搞“体外循环”；不按照公
开办事事项的条件、程序、时限等为群
众服务，看人下菜碟、办事不公道；审批
事项过多，增设监管审批环节、无谓证
明和繁杂手续，行政效能低下；工作方
法简单粗暴，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差，群
众不满意，甚至对待群众态度恶劣等问
题。

着力整治交办投诉问题行动迟缓、
推诿拖延问题。整治脱离群众，对基层
和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和合理诉求或
漠不关心、无动于衷；或行动迟缓、久拖
不 决 ；或 无 故 超 期 限 转 送 回 复 等 问
题。 ·闫冲冲·

本报讯 4 月 30 日下午 3 时 30 分
许，屯溪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对被告人
吴某、左某平等 15 人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敲诈勒索罪、诈骗
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据悉，这是我市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的首起
涉黑案件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从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吴某、左某平等人先
后在江苏省淮安市，安徽省马鞍山市、
黄山市、安庆市、六安市和江苏省高淳
县等地扩展“车贷”业务，涉及被害人
115人，获取大量资金，并通过实施“套

路贷”违法犯罪活动，进行诈骗，肆意认
定违约，采用“谈判”“协商”等软暴力催
收手段，并通过上门泼油漆、堵门等手
段实施敲诈勒索，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
益，严重侵害了众多被害人的合法权
益，扰乱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了
恶劣的社会影响。

经依法审理，法院以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敲诈勒
索罪分别判处 1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四
年四个月至十八年十一个月不等，并处
没收财产三万元至没收全部财产不等、
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五万元不等，责
令被告人退赔受害人经济损失；禁止吴
某、左某平从事车贷业务三年，并分别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和两年。

·姚大盛·

我市公开宣判一起涉黑案
15人获刑

本报讯 眼下正是产笋旺季，歙县
长陔山宝之一的笋干也进入生产销售
旺期。受前期低温寡照天气的影响，今
年笋干整体产量较往年减产近六成，但
搭乘着电商的东风，销售形势持续向
好，价格上涨明显，损失也相对减少。

据了解，长陔村有生态竹园一万多
亩，由于海拔高，皖南独特小气候明显，
再加上传统的炭火烘烤，长陔的成品笋
干金黄清爽，颜色鲜亮，口感独特，有着
长陔山宝之一的美誉。今年春季，歙县
遭遇了罕见的低温寡照天气，竹笋生长
缓慢，而平均海拔在 700多米的长陔村
影响更为严重，总体产量下降明显。

“去年，我是 3月下旬开秤的，第一
天就收到干笋 130多公斤。今年推迟到
4月 5日开始收购，也只收到 40多公斤笋
干。”在当地从事农特产品经营已经七八

年的长陔村村民程丽姬，三四年前开始
通过电商平台对外销售笋干。她告诉笔
者，从四月初起，她就收到了不少来自全
国各地的订单，最大的一笔订单有 100
公斤。但由于今年笋干产量锐减，她不
得不推掉了一半的订单。由于产量低，
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的笋干，每公斤较以
往要高出 20-30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说，笋农虽然遭遇了产量滑坡，但借助电
商平台，综合收入减少的并不多。

长陔笋干以往基本上以自产自销
为主，小户、散户多，受自然气候和市场
波动影响大。近年来，借助电子商务进
农村的东风，长陔村发展电商近 10家，
土特产经纪人 20余人，通过互联网，将
山里的“土疙瘩”销往全国各地，从而保
证了村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郑建峰 方凯·

长陔笋干产量滑坡
电商助力减少损失5 月 4 日，黄山旅游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黄山学院

的志愿者们在旅游客运枢纽站开展青年党员团员志愿服务
活动。 罗勤松 于钟慧/摄

填补业态空白 满足一站式需求

黄山农产品物流园水果市场开业
本报讯 5 月 1 日，黄山农产品物

流园一站式水果批发市场开业。这将
填补物流园水果业态的空缺，可满足采
购商、批发商一站式采购。

据了解，中国供销黄山农产品物流
园项目由黄山中合农产品市场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的区域性农产品批发市场，
是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重点民生工
程、菜篮子工程。物流园自 2016 年底
开业以来，吸收并辐射了黄山市三区四
县，以及青阳、绩溪、旌德、景德镇、婺源
等地，蔬菜日交易量平均达 500多吨。

据水果市场负责人介绍，水果区目
前已有 40 多户商户入驻，是我市目前
唯一一个规模性“水果批发市场”。随
着水果区的入驻，黄山农产品物流园成
了集蔬菜、水果、茶叶、粮油、土产、水
产、家禽等为一体的“一站式”大型农产
品批发交易市场。

入驻商户、在浙江绍兴经营水果生
意 10 多年的休宁人王国富，这次毅然
回乡创业，他说看中的就是黄杭高铁开
通后的交通便利，以及黄山融入杭州都
市圈之后的发展潜力。 ·程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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