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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基层群众自治的徽州实践

激发公众参与平安建设热情，推
进社会风气好转，提升社会道德整体
水平，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和谐文明，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徽州区乡村善
治探索之路越走越宽。

徽州区西溪南村，村民吴某与陈
某 10多年来为中间一堵墙归属争执不
休，派出所多次调解未果。后来，吴某
装修老房子，两家矛盾升级。民警请
来当年参加纠纷处理的老干部、两家
共同熟悉的退休老教师，以及一村一
警民警、镇司法所干部，召集双方协

商，一起历史遗留问题顺利化解。借
力乡贤人士，西溪南派出所为徽州区

“五星平安村（居）”创建积累了经验。
据悉，近年来，徽州区积极探索“五

星平安村（居）”创建，划分安全星、治安
星、信访星、无邪星、无毒星五个子项，
以“五星”创建为载体，建立健全以村

（居）党支部为核心、“两委”成员为骨
干、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村（居）平安创
建组织网络。2010年，区委、区政府印
发《徽州区五星平安村（居）创建工程实
施意见》，明确创建指导思想、目标、标
准、考核评比及表彰奖励措施；创立“联
合党委”，在每个行政村（含村改居）明

确 1个以上结对帮扶的区直机关和 1个
以上村企联谊企业，围绕组织共建、纠
纷共调、治安共管、人才共育、资源共
享、发展共推，形成“一个机关引领一个
企业共帮一个行政村”结对共建格局；
出台《关于在深化拓展农村党建“动车
组工程”中切实加强村民小组长队伍建
设的意见》《人民调解“村为主”工作机
制》《区综治委成员单位及委员联系村

（居）平安建设工作制度》等一系列文
件，各乡镇（街道）逐村确定驻村综治指
导员；为增强社会协同，村（居）组织完
善以党支部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
骨干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深入推进依
法治村、民主管理，配齐配强“两会一
队”（治保会、调委会、义务巡逻队）和

“五员”（治安员、调解员、信息员、宣传
员、安全员）队伍，建立由村组干部、民
兵、党团员及退休干部、教师组成的村
级治安、普法、帮教、调解、巡逻“五位一
体”群防群治队伍，开展警治联勤、户户
联防、村村联防，推行“治安值日户”等
农村“创安”新模式；按照“一站式办公、
一条龙服务、一次性办结”要求，全面推
进村（居）综治维稳工作站、为民服务全

程代理工作站规范化建设。村“两委”
干部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实有人口
信息采集、留守儿童关爱、精神病人等
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等平安建设基础性
工作，确保“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11 月 5 日上午，秋阳灿烂。在西
溪南镇西溪南村，谈起“正气银行”，村
老年协会会长张小军、村干部汪泽能
连连说好。

张小军递过自己的“正气银行存
折 ”，记 者 看 到 签 发 日 期 为 2016 年 6
月，开户行为西溪南村党委，设事由、
受助方、证明人、存入、支出、余额等栏
目，加分项有门前三包、助人为乐、解决
纠纷、义务锄草、义务巡逻、义务捡垃圾
等，目前余额 139分。“自愿服务一次 10
分，扫地一次 10分，在古村落巡逻一次
10分，我用积分兑换过一个电饭锅，捐
给了村里的残疾人。”她说，推出“正气
银行”后，村容村貌大为好转，村民不
赌博、不吵架，邻里关系更融洽，老人
们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

（下转第二版）

11 月 7 日，“爱我中华”第十三届轮
友黄山行活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名轮友在 200 多名志愿者的帮助下，登
上黄山之巅，领略黄山美景，一圆心中的
梦想。

吴玉莲 程向阳/摄

40名轮友登顶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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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黄山区充分整
合旅游资源，通过推出主题活动、丰富
产品内容、强化营销推广等举措，着力
促进秋冬旅游市场升温。

主题活动激活。自 10 月中旬以
来，该区先后举办长三角运动休闲体
验季安徽黄山站活动、全国群众登山
健身大会暨第十五届中国黄山国际登
山大会、第二届鱼跃龙门湖鲜节、太平
湖百公里山径赛、永丰乡艺术节等文
旅体融合型活动，参与运动员及游客
近万人。11-12 月，该区还将举办樵
山香榧节、沟村养生文化节、新丰甘蔗
节、乌石赶集节等特色活动。密集的
文化旅游+体育赛事+农事民俗等节
庆活动将有效激活旅游市场。

特色产品引客。该区进一步整合
美丽乡村、特色民宿、主题景区、多彩
山川、旅游风景道等旅游资源，推出

“丰大温泉养生游”“浦溪生态游园夜
游”“特色民宿休闲游”“太平美食养生
游”“年节民俗体验游”“摄影采风游”

“‘醉’美 218”“环湖风情”等秋冬特色
旅游产品，并串点成线，精心策划“秋
韵摄影”“田园户外”“美食体验”“民俗
腊味”等季节性线路产品。推广浦溪
河徒步休闲游，日月广场“梦幻黄山文
化体验馆”于 11月 2日正式营业，该体
验馆新研发的裸眼 3D《飞跃黄山》、真
人 VR 对战、脱口秀、时光隧道等项目
将成为该区秋冬季旅游新的亮点。

宣传营销推热。该区整合媒体
资源，先后邀请 12306、中国联通数睿
传媒、合肥电视台、今日头条（抖音）
等新媒体对该区秋冬季旅游资源进
行整体策划、包装、宣传。同时赴合
肥开展“盛世颂太平”黄山区书画·摄
影展暨黄山区全域旅游秋冬季营销，
全面展示该区优美风光、特色文旅、
民俗村味等，联合旅行社、自驾车俱
乐部和媒体共同推出黄山区秋冬季
特色自驾游线路和产品，持续预热秋
冬旅游市场。

·音晓梅 俞娟 胡晓发·

本报讯 连日来，黟县东门头村环
境整治现场，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利
时机，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不久前，
有村民反映道路内污水排放不合理，气
味刺鼻对生活环境造成影响。为提高
居民生活质量，黟县立即组织实施东门

头村环境整治暨排水工程，采用分流制
雨污水管道，新建雨水排水沟及管道约
420 米，新建污水管道约 360 米，并对周
边环境开展全面整治。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黟县紧盯百姓生活难题，结合工
作实际，通过开展调研、认真检视和整改
问题，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让广大群
众切实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变化。

该县围绕民生关注问题做好服务工
作，在黄士陵公园设立志愿服务点，为市

民提供便利志愿服务，添置收折桌子 10
张、椅子 40把，在街心公园增设靠椅 7套，
为广大市民提供良好的休憩娱乐环境。
围绕民生需求，加快实施高歧家园等 7个
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小区道路、雨污水管
道、照明绿化等设施。围绕市政服务功
能，加强县城公厕管理，7座公厕全部完善
了无障碍设施，增设公厕指示牌 11处。

该县完善为民服务清单建设，在全
县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完善三级
为民事项编制，精简申请材料，压缩办

结时间。目前，全县已注册约 1.5万人，
网上申报办件约 1.3 万件，全程网办率
达到 84.22%，让群众在家就可以申请办
理相关事项。进一步规范镇村为民服
务中心建设，集中为民服务事项办理。

脚踩泥土，深入基层，才能实实在
在解决基层急难愁盼问题。该县制定
县委常委会“大调研、大整改、大提升，
促经济社会和党的建设全面发展”行动
实施方案，19名县四大班子党员领导以
上率下，聚焦基层组织建设、宣传思想、
扫黑除恶等重点领域深入基层调研，实
现 66 个行政村和 4 个社区全覆盖。结
合“8+2”专项整治以及市级两个突出问
题解决和县委 4 个专项整治，梳理大调
研 中 的 问 题 ，制 定 清 单 ，建 立 挂 牌 销
号 机制，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

·项飞 姚玲娟 韩丹妮·

黟 县

专注为民办实事 立行立改见成效

本报讯 “上游的水质好了，才能
给浙江输送优质的水源。”日前，皖浙
两地环境执法联合监测行动在新安江
街口断面再次开展，自去年 11月安徽
省和浙江省启动新安江流域跨省生态
补偿第三轮试点以来，皖浙两地每月
两次的水质联合监测已成常态。

取水、封装、储藏、登记……杭州
市生态环境局淳安分局工作人员江威
小心翼翼地将所取的水样本进行收集
归纳。江威表示，皖浙两省携手加强
保护，一定可以实现两地绿色发展、科
学跨越。

与此同时，在歙县深渡镇新安江
船舶污水上岸收集点，新安江山水画
廊 12 号游轮的轮机长潘泽军正把船
停靠在渡口，调试运行船舶污水收集
上岸系统，和船员一起组接排污管，对
船上的生活污水进行污水上岸处理。

“我们船舱设立了一名环境督导员，每
天不定期巡查船舱内的环境卫生，一
旦发现污水处理柜高位指示灯报警，
轮船就会第一时间到深渡污水处理厂
定 点 排 放 ，力 争 不 让 污 水 流 入 新 安
江。”潘泽军介绍道。

潘泽军口中所说的污水处理厂，
指的就是歙县大力推进的船舶污水上
岸工程，它的主要工艺就是收集船舶
含油废水及生活污水，通过水泵输送
到深渡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并经沉淀、
厌氧、曝气等环节处理，可有效避免船
舶含油废水及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新安
江，实现新安江流域船舶污水“零排
放”，呵护了一江清水。

为彻底实现新安江污水零排放，
歙县从源头上严格把控污水排放，投
入资金约 1.33 亿元，对城区污水处理
设施提标扩容，实现污水日处理能力
达到 6 万吨，有效减少城市污水对新
安江流域水系的污染问题，进一步提
升了新安江流域的水环境质量。

2012 年起，皖浙两省在新安江流
域实施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形成了“新安江模式”。如今，
新安江已经成为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
之一，这离不开上下游的共同努力。

“下一步，我们将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为契机，树立区域环境共同体
意识，深化新安江流域共建共保共享
机制，以更严的作风、更实的举措、更
大的决心推动两地合作高质量发展，
让新安江流域成为长三角地区最重要
的生态屏障。”歙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

·方 凯·

聚焦环境共保 加强源头治理

歙县着力打造长三角生态屏障

11 月
4 日，农业
农 村 部 等
8 部 委 联
合发布《关
于 公 布 第

二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名单
的通知》，公布第二批国家农业绿色
发展先行区名单，全省只有黄山市
休宁县、安庆市岳西县 2 个区县入

选。其中，休宁县是我市首个入列
第二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的
区县。

据了解，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区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综合性试
验示范平台。各先行区将建设成为
绿色技术试验区、绿色制度创新区、
绿色发展观测点，为面上农业的绿色
发展转型升级发挥引领作用。

·程国伟·

11月 7日，全国首批拟命名“枫桥
式公安派出所”候选对象名单公示。其
中，我市黟县公安局宏村派出所入选名
单，系全省四个入选派出所之一。

据了解，近年来，面对辖区每年近
300万人次客流量的实际情况，宏村派
出所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积极践行新时
代“枫桥经验”，大力推进派出所、警务
室建设，依托“一村一警”“平安校园
网”“江淮义警”、警长制工作法、景区旅

游治安管理“123”工作法等有效载体，
紧紧围绕“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
务不缺位、队伍过得硬”等新时代“枫桥
经验”，以黟县打造“全国最具影响力的
现代国际乡村旅游综合示范区”为总
目标，始终注重主动作为，不断强化
基础工作，创新管理措施，倾力探索
创新乡村旅游管理新思路，有力有效
地促进了辖区社会平安和旅游经济快
速发展。 ·姚大盛·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名单发布

我省休宁 岳西两县上榜

全国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候选名单公布

全省共有宏村派出所等 4 家单位入选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中 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对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成功举办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成功举办，体现了中
国气派、军人特色，实现了“办赛水平
一流、参赛成绩一流”目标。在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之际，这次国际军事体育

盛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示了新时
代的中国形象，宣示了中国和平发展
主张。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对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成
功举办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认真做好总结和表彰工作
发扬成绩凝神聚力

夯实平安建设根基

“正气银行”试水获赞

编者按：《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
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
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近
年来，徽州区着力探索基层平安建设载体，走出一条“五星平安村

（居）”创建-“正气银行”-“平安银行”的创新之路，成效凸显。

丰富产品内容 强化营销推广

黄山区力促秋冬季旅游市场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