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 月 13 日，我市召开全
市民宿领域巡视整改工作专题会议，
副市长李高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李高峰听取了各区县关于
省委巡视组“民宿客栈问题整改”工作
进展情况的汇报，对前一阶段整改工
作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他指出，要
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巡视整改工
作的重要性，树立真改实改意识，把

“两个维护”体现在行动上、贯彻到工

作中。要强化责任担当，不折不扣落
实整改工作主体责任，各区县、各有关
部门要全面摸排辖区内民宿客栈数
量，登记造册，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健
全整改工作台账，同时给予必要的组
织、人力和资金支持。要突出整改成
效，对民宿开展常态化监督，各区县要
加快开展民宿联审工作，以进一步规
范民宿经营行为，提升民宿品质和管
理水平。 ·李晓洁·

他是父母眼中的好儿子，妻子眼
中的好丈夫，师长眼中的好学生，从军
16 载，他用赤胆忠诚、担当尽责和严
实作风履行着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他就是范国兵，一位驻澳门部队少校
军官。

在屯溪区黎阳镇隆阜三社区一栋
老宅里，记者见到了范国兵的父母和
家人。谈到范国兵的从军之路，他的
父亲范春泉感慨地说：“我们家祖上没
人参过军，之所以会给儿子取这个名
字，也是出于对军人的崇敬和对军队
的向往。希望他能完成我没能实现的
心愿吧。”

范国兵在家中排行老二，还有一
个姐姐。在范国兵学生时代，家中生
活比较拮据，父母为了供一对儿女上

学，开过小卖部，做过早点，一年 365
天基本没有休息，每天都是凌晨 3 点
多起床，晚上要忙到 10 点多才打烊。
母亲罗细姻的双手因常年劳作浸泡冷
水，一到冬天冻疮就特别严重，双手到
处是裂口。即使这样，夫妇俩也从未
抱怨苦和累，在他们看来，只有给孩子
们好的教育，才能让他们成人成才。

范 国 兵 没 有 辜 负 双 亲 的 期 望 ，
2003 年 9 月，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屯溪
一中考入军校。无论是在军校就读期
间，还是毕业后到部队，他寄回家最多
的就是军功章和荣誉证书。现在，罗
细姻说起来，还是非常欣慰。茶几上
一大摞荣誉证书和勋章奖章，是范国
兵回馈家人的最好礼物。

2016 年，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从全

军范围内选调干部，范国兵经过层层
选拔，以过硬素质脱颖而出，成为澳门
驻军的光荣一员，参加了港澳驻军协
助特区政府应对台风灾害等一系列重
大任务，工作刻苦、成绩突出，多次受
到表彰奖励。

从军多年，家人始终是范国兵最
大的动力和支撑。去年，罗细姻查出
肝脏血管瘤，医生建议进一步检查。
为了不影响儿子工作，罗细姻一直瞒
着不告诉他，每次范国兵打电话回来，
都是告诉他一切都好，不用挂念。夫
妻 俩 对 于 儿 子 的 工 作 ，一 直 全 力 支
持。“我们只报喜不报忧，这样他才能
安心在部队工作。”罗细姻说着，眼睛
里泛着泪花。

范国兵之前在驻杭部队工作时建

立了幸福家庭，妻子也是他的坚强后
盾。在范国兵任连队指导员时，妻子就
先后多次被评为“模范军嫂”。虽然一
直聚少离多，但夫妻感情很深。结婚 7
年，虽然范国兵陪伴妻子和女儿的时间
很少，但也正是因为有妻子的这份理解
和信任，他才能更加努力工作，忘我付
出。姐弟情深，在姐姐范利群的心中，
弟弟一直是大家的骄傲。也许是缘分
使然，范利群也嫁给了一位优秀军人，
家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军人之家。

最好的家教莫过于言传身教，范
国兵家庭便是如此。范春泉和罗细姻
用朴实无华的爱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了
一位优秀军人，他们爱国拥军的实际
行动是对光荣军属的最好诠释。

·冯 劼·

本报讯 5月 6日，在歙县小川乡
临川村村委会附近一派热闹景象，村
民期盼多年的临川至梅川、桥川公路
开工。

开出一条下山出村的通道是小川
乡梅川、桥川村民几代人的梦想，因交
通瓶颈制约，当地出产的茶叶、菊花、
竹笋、桑蚕等农产品运不出去，卖不上
好价钱。许多村民选择迁出村落，到
外地安家落户，以致原本 400 多人的
村子，如今只剩下不足百人。去年，在
当地政府、村两委及梅川乡贤的倡议
下，打通一条致富路的梦想再次被点
燃。

“本着造福乡里的宗旨，我和李苏
斌、李健等 7名在外营生的梅川、桥川
村民于去年组建了梅川公益协会，并
经歙县民政部门批准、备案。”梅川公
益协会会长李兆汝告诉记者。就倡议
修建临川至梅川公路的事儿，协会更

是一马当先，挑起筹款、组织建设的担
子。“没想到倡议发出后，得到了协会
200 多名会员的热烈响应，大家纷纷
捐资。”让李兆汝他们感动的是，远在
外省、市的梅川人也没忘记家乡，比如
苏州金钻公司的李奇、立群茶叶公司
的李立群就带头各自捐款 10 万元。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在歙县县城、家
境较为困难的梅川村民洪小宝，起早
摸黑帮别人送豆腐，一个月收入也就
2000 来元，他听说梅川公益协会组织
筹款在家乡修路，便用报纸裹了 1 万
元现金交来，说为了家乡能早点通公
路，他接下来还会尽最大所能捐资。”
李兆汝说。

目前，在梅川公益协会的努力下，
村民们已自筹资金 160多万元用于道
路基础设施建设。而在小川乡党委、
政府和县直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前期 2.4 公里由小川乡政府组织招标
施工。据悉，这条路是按照乡道标准
建设的，建成后的有效路基宽 5.2 米，
全长 5.2公里，预计 3个月左右完成道
路基础工程。 ·姚大盛·

5 月 14 日上午，市检察院联合屯溪
区检察院、屯光镇政府在中心城区开展

“两个通告”集中宣传日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积极宣传《关于敦促

涉黑涉恶腐败及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限期向组织交代问题的
通告》和《关于再次敦促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人员限期投案自首的通告》精神，敦
促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人员及“保护伞”主动投案，继续保持对黑恶势力的强大
攻势。 朱西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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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民生优先 增进百姓福祉

徽州区抢前抓早推进民生工程建设
本报讯 徽州区坚持民生优先导

向，强化资金保障，完善推进机制，聚
力抢前抓早，加快一批与群众切身利
益密切相关的民生项目、惠民工程建
设，增进百姓福祉，筑牢和谐根基。

这几天，徽州区呈坎镇汪村村的
叶村道路加宽硬化工程建设正在加快
推进，现场大型挖掘机挥舞长臂清表
山体，开挖土方，拓宽路基；运输车来
回穿梭，装运灌木杂草和土方。叶村
道路原建于上世纪 80年代，是叶村和
横坞两个自然村 600多名群众的生产
生活以及到歙县许村往来的主要通
道。但由于年久失修，道路损坏严重，
村民出行颇为不便。“这条路是我们村
的主路，路窄弯多又破损，村里人早就
盼着路早点修好，以后出门方便，下田
种地也方便了。”叶村村民方根辉对笔
者说。根据村民的意愿，今年，叶村道
路被纳入区农村公路扩面延伸工程，
并于 4月下旬开始施工。该工程完工
后，路面宽度将由原来的 3.5米拓宽到

4.5 米，同时配套附属设施，保障百姓
安全出行。施工方负责人介绍，“目前
我们已经完成难度最大的塔山岭拓宽
土方工程，6月份将完成路基拓宽，预
计 8月底可完成整个路面工程和安防
工程。”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徽州区凤
山幼儿园项目自去年 10 月份开工建
设以来，施工方科学安排、精心组织，
保证了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目前，
幼儿园综合楼主体已经建成，工人们
正在忙着室内施工和楼顶施工。现
场施工监理江宇扬告诉笔者，“目前
我们整个工程完成了 80%，按照倒排
工期的要求，我们每天上工的工人有
60 人，分成砖工、水电工等 6 个班组，
加快进度施工，争取在 5 月底前完成
整个土建工程。”凤山幼儿园项目是
徽州区落实“幼有所育”学前教育发
展要求而实施的重点民生项目，项目
总投资约 2800 万元，占地面积 15.82
亩，建设规模为 12 个班级，容纳幼儿

360 人，建成后将大大缓解城区幼儿
入园难问题。“凤山幼儿园是按照省
一类园的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的，规模
大标准高，建成后将成为市内一流、
区内最佳的学前教育基地。”业主佘
文琴说。

今年，徽州区共实施民生工程 33
项，按照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的要求，该区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
启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提前谋划、
快速启动。该区在完成机构改革后第
一时间成立、调整民生工程领导小组，
完善了上下联动、横向互动、部门协作
的协调推进机制；区财政在编制预算
时优先安排民生工程配套资金 5600
万元，并进一步做好资金测算，确保今
年民生工程项目区级配套资金足额落
实；以问题为导向，强化责任担当，不
断提升保障改善民生的质量和水平。
通过思想上先人一拍，工作上先人一
步，积极作为，确保全区民生工作继续

走在全市前列。
截至目前，徽州区工程类项目中，

“四好农村路”建设 16 个项目点已全
部开工；学前教育促进工程的凤山幼
儿园主体已完工，计划 9月交付使用；
城市老旧小区整治 17 个小区，完成 4
个；农村环境“三大革命”已建成 770
个三格式化粪池；美丽乡村建设启动
2019年度 3个省级中心村、1个市级中
心村建设和 25 个自然村治理改造工
作；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程已培育

“三品一标”获证经营主体 18个，完成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注
册经营主体 13个。补助类项目中，困
难人员救助工程、文化惠民工程等有
序进行，贫困残疾人康复、计生特扶已
全面展开摸底调查工作。培训类项目
中，已举办各类就业“春风行动”招聘
活动 51 场次，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
750 余人。保险类项目中，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参合 7.69 万人，做
到应保尽保。 ·谢国洪 程朝萍·

眼下是中药材贝母成熟的季节，祁
门县安凌镇星联村村民正在中药材种植
基地里忙着采挖贝母。

近年来，星联村在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工作中，注重打好“组合拳”，念好示
范引领、项目带动、产业增收致富经。村
扶贫工作队与村“两委”着力引进中药材
经营大户，并指导农民种植贝母、元胡、
太子参等中药材，目前该村集中连片种
植的中药材有 100 多亩，当地农民从土
地租赁、中药材种植基地务工中获得了
稳定的收益。 钱新胜/摄

采挖中药材促增收

全市民宿领域巡视整改工作专题会召开
李高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公益协会打头阵

歙县梅川村民自筹资金修路

范国兵家庭：先顾“大家”后及“小家”

本报讯 为呵护好“一湖清水”，黄
山区按照“打造河长制升级版、全面推
行湖长制”要求，建立健全组织体系，严
格落实河（湖）长制工作责任，加大水
环境治理力度，着力打造“最美岸线”。

严格落实工作督察制度、河（湖）
长巡河制度等，并抓好落实。3 月份
以来，全区各执法部门查处非法采洗
砂案件总计 32 起。在全区 14 个乡镇
重点、难点河段安装 29 个监控摄像
头，实现“人防+技防”相结合，全区非
法采砂得到有效遏制，“河清、水畅、岸
绿、景美”的宜居环境基本实现。

“麟凤桥边非法采（洗）砂不见了，
河水变清了，没事的时候我都要沿河
转一圈，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对于家
门口的变化，该区麟凤桥附近村民项
其彬高兴地说。他告诉笔者，如今定
期有专门人员打扫清理河道，村民们
也逐渐改掉了乱倒垃圾的坏习惯，家
里的生活垃圾都倒在垃圾箱里，由垃
圾车统一收走，村子里干净多了。

如今，过去垃圾随处见的小溪已
旧貌换新颜，眼前水流潺潺、鱼翔浅底
的景象，赢得当地百姓纷纷点赞。

·崔铠亮·

“人防+技防”

黄山区呵护“一湖清水”

（上接第一版）开局起步良好，后程尤需加力。
面对当前形势和任务，我们要传承弘扬徽骆驼精神，
着力营造干事创业浓厚氛围。大力弘扬徽骆驼勇往
直前、负重前行、坚忍不拔、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坚
持以上率下、领导带头，层层压实责任，狠抓落细落
小，扎实开展“比创新、比创业、比创造、增动能”专项
行动，让千千万万创新创业者活跃起来，汇聚成经济
发展的强大动能。

功夫下在平时，工作贵在实效。我们要满怀干事
创业激情，振奋精神、担当作为，确保实现“双过半”目
标，努力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上接第一版）记者从市委组
织部了解到，市委始终将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作为加强基层党建工作
的重要举措，推动多元化发展，提
高村级自我保障水平，促进基层党
组织组织力提升；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纳入县乡村书记抓党建述职评
议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乡镇党委
书记抓标准化建设专项评估的重
点项目，列入贫困村党组织书记脱
贫攻坚 11 项职责清单；坚持夯实
基础，增强发展保障。持续开展党

支部建设年、提升年活动，创新实
施“六项指数”考评管理，打造“百
个基层党建示范点”，积极推进产
业链、合作社上建党组织，切实把
基层党组织建成推动集体经济发
展的战斗堡垒；积极实施党建引领
扶贫工程。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获发展集体经济专项资金 10 万
元，由扶贫工作队按规定申报项目
和组织实施，主要用于发展村集体
经济项目，使用情况及时在任职村
公开，接受监督。以村“两委”换届

为契机，注重选配带富能力强、有
较强市场经济意识和开拓创新精
神的干部。换届后，村“两委”中致
富能手 1189人。强化带头人队伍
培训，举办 44 期乡、村书记培训
班，组织 1200 名村干部到企业和
名村挂职、赴三瓜公社等地学习。
重视在外创业、退伍军人、大学生
等回乡人才培养，深入实施“双培
双带”先锋工程，大力培育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搭建脱贫攻坚“万
名党员干部帮万户”、百名专家服
务村级发展等平台，组织 175名专
家到经济薄弱村提供规划、名优茶
制作等服务。

振奋精神担当作为
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基层党建+集体经济”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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