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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19日下午，“我要说”监
督服务平台联络员业务培训交流会在屯
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德书作培训
动员讲话。

徐德书指出，办好“我要说”监督服务
平台是党委政府的任务要求，是把握舆论
主导权、推动机关作风转变、为民服务的
现实需要。要通过监督服务，不断巩固壮
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进一步促进政府行
政效能提升，架起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沟
通的桥梁。

徐德书要求，“我要说”监督服务平台
要始终坚持“为民服务解难题”，贴近群

众，关注民计民生，切实为群众解难题、办
实事。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职责，提高政治
站位、规范办事流程，共同推动工作落实；

“我要说”监督服务平台要完善功能，进一
步方便使用，加强与“12345”热线无缝对
接，实现优势互补，对平台接收的诉求，要
实现闭环管理，做到件件有着落，不断提
高问题办理质效。

据了解，“我要说”监督服务平台自 6
月 16日上线以来，截至 9月 18日，共接收
转办各类有效诉求 289件，办结 154件，办
结率达到 53%。

·汪 鼎·

体验科技魅力

本报讯 在屯溪区朱村大方圣
园无花果基地，一垄垄无花果树整
齐成荫，一颗颗或绿或紫的无花果
藏在大大的绿叶下，散发着独特的
果香。自 8 月中旬基地开园以来，前
来基地采摘游玩的市民和游客络绎
不绝。

经过两年的培育，今年，大方圣
园基地的无花果进入盛果期，平均每
亩无花果产量在 2500公斤左右，市场
价格为每公斤 60元左右，采摘期从８
月持续到 11 月。基地负责人王娟告
诉笔者，无花果除可鲜食外，还可以
加工成果干、酵素、膳食纤维、米果脆
等产品。目前，基地研发了无花果果
粉、无花果果茶、果干、无花果精酿啤
酒、米果脆类小食品等，后期，基地还

将联农带农，建立完善“龙头企业+合
作社+农户”的订单生产利益联结机
制，将无花果生产、加工、电商、旅游、
文化、休闲体验等产业深度融合，延
伸无花果产业链。

德胜生态农业示范园、嘉顺科技
示范园、新江草莓园……像大方圣园
无花果基地这样有特色的农业示范
园在屯溪不胜枚举。

近年来，屯溪区传统农业格局在
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潮中逐渐被打破，
农业与旅游、生态、文化等产业有机
结合，实现了农业向特色化、规模化、
科学化等方向扩延。

该区因地制宜，精心规划建设都
市农业、休闲农业、旅游农业，实现农
业功能由单一生产向生产、观光、休

闲、旅游转变，并支持农村电子商务
和物流发展，以信息化助推农业现代
化发展。强化农产品营销服务，扶持
企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在智慧黄
山、淘宝等网络平台开设网店，发展
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逐
步形成产业链。在培育特色化产业
过程中，该区按照“做优精品、培育品
牌、集群发展”的思路和“规模化种
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定位，着力构建现代高效农业产业体
系，建立以蔬菜、水果、花卉、苗木为
主体，集生态、观光、效益为一体的农
业产业化基地，重点在做优品种、做
大规模、形成特色上下功夫。目前，
全区蔬菜播种面积 1.4 万亩，建成生
态茶园建设面积 3000余亩；打造形成
了草莓、蓝莓、提子、无花果、桑葚等
一批特色产业基地，全区农业特色产
业面积达到 3000亩。

培育新型主体，让产销市场彰显
活力。按照“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农

户”的发展思路，屯溪区积极扶持联
户经营、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发展
多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订
单农业”，积极开展“农超对接”“农社
对接”。目前，已累计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近 80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达 86家。

该区突出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
和地域特色，着力推进农旅深度结
合，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完成《屯
溪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规划》，重
点围绕发展蔬菜、瓜果等产业，精准
对接市民需求，开发农业观赏功能，
打造集休闲、观光、体验、度假于一体
的农业产业基地，形成了新江提子
园、德胜生态农业、大方圣园无花果
等一批休闲农业基地。目前，假日农
业、观光农业、旅游农业等新型农业
形态已成为该区农业发展的亮丽风
景线。

·陆海峰·

9 月 18 日，祁门县中小学生参观科
普展示。

当天，祁门县举行 2019 年全国科普
日广场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大
篷车科普展品和实物模型展示，让参加
活动的学生通过动手操作，亲身感受了
科学体验的快乐。

余 影/摄

群山叠翠，步步皆景；小桥流水，
处处生情。黄山脚下的翡翠谷，风景
远比画里描绘的更加动人，花筑·松
也民宿就坐落在这样一片景致之中。

穿过景区大门，沿着一处古树荫
蔽的台阶拾级而上，便可见这由徽派
别墅改建而成的民宿，外观是常见的
白墙青瓦，内里却是精致温馨的自然
空间。

走进客厅，触目所及是当地匠人
手工打制的松木桌椅、床架、书柜、茶
桌……轻抚木板上的年轮，轻嗅空气
中若隐若显的原木清香，在都市快节
奏生活中沉沦太久的心，已然缓慢下
来，恍惚间耳畔响起松涛起伏的声
音。

一 楼 设 有 自 助 餐 厅 和 休 闲 茶
座。餐厅内不仅有自助餐桌，还配备
独立包间，可满足结伴好友或家人在
旅行中的聚餐需求。茶室则摆置着
各样的艺术品和书籍，浓浓的艺术气
息伴着茶香、书香，让人迅速忘却烦
恼。

松也一共四层，11 间房，每个房

间都有独一无二的名字，松宿、松庭、
松月、松雨、松风、松石、松云、松影、
松竹、松梦、松意，皆与“松”相关。它
们在设计上各显所长：有的推门便见
落地飘窗，远可观青山白云，近可视
蝴蝶穿行；有的配备了独立阳台，可
以静坐其间，聆听鸟语，细闻花香；更
有房间巧妙设计了观景天窗，夜躺床
上，便能与星星对话。

民宿主人张劲松、邵双娟夫妇有
着多年的旅游服务经验，多年前他们
就在这里经营农家乐项目，由于对
附近景点非常熟悉，他们也被游客
称为黄山旅游的“活攻略”。如今黄
山民宿行业蒸蒸日上，张劲松夫妇

也顺应市场，适时对农家乐改造升
级。 2017 年，改造后的松也民宿正
式开业。

邵双娟告诉记者，民宿之所以取
名“松也”，是因为黄山松是当地奇观
之一，民宿室内空间以老松木打造，
男主人的名字中有一个松字，此外，

“松也”带有令人放松身心的语义，正
是民宿想为客人提供服务的标准和
愿景。凭借这样的经营理念，松也赢
得了市场认同，开业至今接待了大量
游客，每年的入住率可达六成以上。

“今年，松也二期项目即将完成，与第
一期的标准套间不同，这一次我们主
打亲子和家庭民宿，为更多爱旅游的
家庭提供休养放松的空间。”邵双娟
说道。

天然、生态、简约的人文空间，尊
享、舒适、贴心的配套服务，客人从不
同角度得到的美好体验，汇集成为了
松也最独特的魅力。

·叶有辉 汪悦·

本报讯 市检察院党组把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作为
当前首要政治任务，第一时间启动，
力求做到“快、严、新”。

市检察院党组 9 月 4 日安排院
机 关 党 委 赴 省 检 察 院 汲 取 经 验 做
法，为做好主题教育奠定基础。9 月
17 日 下 午 ，市 检 察 院 召 开“ 不 忘 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大
会，研究部署检察院党组的主题教
育工作。

市检察院党组要求全体干警要
提升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主题教育的
重大意义，精准把握主题教育根本任
务、总要求、具体目标，把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
主题教育始终；要层层压实责任，领
导干部切实发挥表率作用；要自觉在
市委第三巡回指导组的指导下开展

工作，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市检察院党组结合实际创新举

措，努力做到四个“结合”，即结合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重要节点，立足于

“稳”这个大局，高效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坚决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
全和社会稳定；结合全市中心工作，
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护航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司法环境；结
合检察业务工作，做好综合配套性改
革、生态检察、高检院一号建议落实、

“温暖控申”等重点工作，努力推进
“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结合
从严管党治党，依托主题教育“四个
清单”，严格落实巡视整改，持续深化

“三查三问”“三个以案”专项教育，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治检向基层、向一
线、向群众身边延伸。

·叶婧雅·

本报讯 9月 12日上午，徽州
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全面落实中
央和全省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
第二批部署会议、全市主题教育工
作会议要求，对全区开展主题教育
进行动员部署。

徽州区指出，要深刻认识开展
主题教育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推进
新时代党的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
众血肉联系、加快建设富裕和谐美
丽现代化新徽州的迫切需要，准确
把握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确定的目
标任务，推动主题教育高质量扎实
开展。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在
理论武装、增强党性，改善作风、解
决疑难，对标对表、深挖细照，立行

立改、自我提升上取得实效。要注
重统筹推进，坚持主题教育的实践
性，将开展主题教育与融入杭州都
市圈、完成各项中心任务等紧密结
合 起 来 ，真 正 做 到 两 手 抓 、两 促
进。坚持以学促行，切实将党员干
部在主题教育中焕发出来的热情
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
成果，确保主题教育高质量、有特
色、见实效。

据了解，按照中央和省、市委
要求，徽州区委向 62个单位派出 7
个巡回指导组，迅速下沉、赶赴一
线，分层分类抓好具体工作指导。
目前，全区已全面完成动员部署，
主题教育工作开局良好，进展顺
利，各项学习教育工作正扎实有序
推进。

·江大俊 李静雯·

本报讯 今年来，市委统战部结合统
战工作实际，制订落实“学习再提升、统战
干部作表率”学习计划，重点围绕“五个
度”，建设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学习
示范机关，掀起学习热潮。

组织有频度。坚持每日自学、每周集
中学、每月研讨、每季小结和激励相结合，
由领导班子成员带头领学，支委会和办公
室牵头落实，学习小组分组推进。7月份
以来已组织各类集中学习 20 余场次，研
讨和党课报告 3次，全体机关干部积极参
与。

内容有深度。每季遴选重点学习书
目，每周动态发布近期需要重点关注的文
件、书目及知识点、统战业务等，组织党员
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现已发布季度重点学习书
目 2 次，推荐学习重点 8 次，发放书籍、学
习资料等 100余册。

推进有制度。以一览表形式明确学

习目标，制定完善部务会学习、中心组学
习、周例会学习、专题学习、全体机关干部
会议学习、支委会学习等 6 项学习制度，
对学习的形式、内容、重点和要求等作出
明确规定，以制度的形式确保学习落到实
处。

成效有“量”度。通过“以讲促学、以
问促学、以考促学”衡量党员干部学习成
效。明确由班子成员带头，各科室负责同
志轮流参加中心组研讨发言和讲党课，由
分管领导点评。每季度开展 1 次学习测
验，年底从“学、讲、干”对每名党员测评，
检验学习成果。截至目前，已有 6名干部
讲体会、讲党课。

延伸有广度。依托“年轻党员联系离
退休干部党员制度”，一对一结对离退休
干部党员开展上门送学活动。结合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开展“不忘
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活动，召开统一
战线各领域座谈会、学习分享会、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演讲比赛等；联合市文旅
局、市司法局等单位组织“我和我的祖国
快闪秀”“同心讲坛”等系列活动，浓厚全
市统一战线学习氛围。 ·施 统·

本报讯 9月 17日，长三角地区网络
市场监管助企发展专题座谈会在黄山召
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络交易监
督管理司副司长韦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存俊出席会议，副市
长杨龙到会致辞。

杨龙指出，我市将以此次座谈会为契
机，认真学习长三角城市的好经验、好做
法，不断提升我市网络市场监管服务水
平。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紧扣“高质量、
一体化”的要求，深化长三角地区网络市
场监管合作，积极构建长三角共治共享的
网络市场一体化环境，为促进长三角地区

网络市场快速健康发展作出黄山应有的
贡献。

会议期间，与会省市共同倡议探索建
立合作发展机制，共同搭建电商企业交
流学习平台，为电子商务企业与重点电
商平台牵线搭桥，推动电商企业共享发
展机遇，共促长三角电子商务产业健康
发展。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网监
机构负责人，阿里巴巴、拼多多、苏宁等
长三角重点电商平台企业负责人和黄山
本地电商茶业企业负责人 60 余人参加
此次座谈会。

·朱西敏·

本报讯 9月 18日上午，市“双创”督
查组赴黄山职业技术学院、黄山学院，开
展“双创双月”集中攻坚行动督查。

督查组一行首先来到黄山职业技术
学院，督查中发现校园多处绿化带内有垃
圾未清理；不少教室清洁不到位，垃圾四
散未入桶，蚊蝇乱飞；消防器材检查卡没
有及时更新，检查时间仍停留在 6 月份，
部分灭火器箱有损坏未修缮；校园内有集
线箱破损，电线裸露在外，存在安全隐患；
餐厅内未见文明餐桌提示牌，有一处玻
璃窗破裂未及时更换；校园内未见展示

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宣传栏。督查黄山
学院时发现，食堂卫生间内盥洗设施、照
明设施损坏，天花板破损欲掉落；食堂墙
面有牛皮癣未清理；未设置分类垃圾桶，
部分垃圾桶附近有垃圾；校园车棚内有
多辆僵尸车未及时清理，灰尘遍布；心理
辅导室休息座椅未及时打扫；校园内未
见“创卫”及健康教育宣传栏。两所高校
共同存在的问题包括多数电瓶车未停放
在划线区域；校园绿化带内存在随意晾晒
等情况。

构建文明和谐校园不仅能优化育人环
境，还能建立优良校风、教风、学风。督查
组表示，高校应引领文明新风，构筑文明高
地，全面落实文明校园建设的各项任务，争
做文明校园创建的排头兵。 ·李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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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溪区打造现代农业风景线
徐德书要求

切实办好“我要说”监督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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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也民宿：卧听松涛到天明

长三角地区网络市场监管助企发展专题座谈会召开

倡议探索建立合作发展机制

市委统战部

着眼“五度”深入推进学习

高校校园

文明创建短板依然存在

市检察院

主题教育突出“快、严、新”
徽州区

精心组织高位推进主题教育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