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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区

整顿落后村党组织 夯实基层战斗堡垒

改善环境 选树典型

黟县文明创建接地气聚民心

孙勇赴屯溪区调研时要求

突出重点 持续发力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更大成效

游客满意度较高 重游意愿不断提升

黄山唱响旅游可持续发展好声音
本报讯 11 月 12 日，记者从第八

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
展中国观测点年会上获悉，通过监测
研判，游客对黄山的整体满意度较高，
重游意愿不断提升。

2008年 2月，世界旅游组织正式设
立黄山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站。2011
年 8月，监测中心正式开始对黄山旅游

可 持 续 发 展 进 行 为 期 五 年 的 监 测 。
2012 年，黄山观测站的监测范围由黄
山风景区扩大至西递宏村，并确定了
不同的监测主题。对于黄山风景区的
监测，主要关注“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
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文化传承与保护、
旅游地二元管辖机制、政府管理与市
场经营的平衡机制”等主题，而对于西

递宏村，则重点关注“古村落遗产地保
护与旅游发展和社区旅游发展”。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可持续
发展观测点管理与监测中心主任保继
刚教授表示，近年来，黄山在打造全域
旅游目的地方面有了更多新的尝试，
旅游产品正向研学旅游、“旅游+农业”

“旅游+康养”等创新休闲旅游业态发

展，使得黄山的旅游产业根基更为牢
固、发展更具活力、更加可持续。黄山
一直以来在旅游发展与遗产地保护、
旅游发展与徽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方面
做了许多努力，探索出许多值得推广
的方法和案例，如黄山风景区为遗产
建立数据库，支持研究；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11 月 11 日下午，文化和
旅游部副部长张旭、副省长王翠凤一行来
我市调研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工作。省
政府副秘书长左俊，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袁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勇，副市长程
红、市政府秘书长洪建春等陪同调研。

张旭、王翠凤一行先后来到黟县秀
里、塔川、宏村等乡村旅游调研点，详细
了解村庄历史及旅游发展历程和经营
情况，并对我市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

展示与利用等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说，徽州文化博大精深，徽派建筑风
格独特，是黄山发展旅游的优势资源、
特色资源，要深入挖掘，做好保护传承
和开发利用，创新机制培育新业态，促
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共同发展。

调研中，张旭指出，黄山市旅游资源
丰富，旅游业发展起步早、潜力大，要主
动适应新常态、新形势，遵循文化和旅
游本身的规律，突出文化引领作用，将

融合理念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要积极
完善相关制度规定，创新导游管理和行
业管理方式，推动文创产业、民宿等文
旅新业态发展，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要紧扣原生态本质，不断创新旅游产
品，满足广大游客观光游览、休闲度假、
沉浸体验、康体养生等多元需求。要抢
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机遇，树立全
域旅游新理念，强化旅游整体营销，持续
推进黄山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叶有辉·

张旭王翠凤来我市

调研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工作

本报讯 11 月 10 日下午，市委副
书记、市长孙勇赴屯溪区调研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
突出重点，持续发力，强化措施，提升质
量，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更大成
效。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陆群，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伍春宏等参加调研。

孙勇先后来到屯溪公安分局、屯溪
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中心、荷花池
派出所等地，实地察看基础设施和办公
环境，仔细翻阅社区禁毒工作台账，详
细听取扫黑除恶专案攻坚、恶势力违法
犯罪案件审判、严打黄赌毒违法犯罪等
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鼓励工作人员切
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坚决打
好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为
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孙勇指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人心向背和
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举措。各地各有
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现
实紧迫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省、市部署上来，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
不断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
展。要进一步深化线索核查，聚焦重点
领域、重点人群和重点工作，持续加大

“办案”“打伞”“断财”“治乱”力度。公
检法要加强沟通协调，严把案件证据
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对已经核查的
案件线索要加快办案节奏，及时挽回被
害人的经济损失，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
人的合法权益，努力实现司法办案政治
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要
加强教育，提升公安队伍素质，坚持正
面弘扬和反面警示教育相结合，通过典
型案例分析，做到以案示警、以案为戒、
以案促改。要紧密结合正在开展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定不移
转作风树新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依法行政、履职尽责，从源头上遏制
消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确保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努力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屯溪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等
参加调研。 ·叶有辉·

本报讯 改造排污管道、修建旅游
公厕、整治菜市场……黟县把文明创建
的大工程落到群众实际利益上，以创建
省文明城市为抓手，通过“互学互比互
促”，进一步推进文明创建工作。

该县组织 83家县直及驻黟单位对
102 个老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实行责
任包保；改造老旧小区 7 个 48.31 万平
方米，受益居民 3181 户；对横岗转盘、
宏村大道、环城加油站、东岳山路拓宽
等节点进行重点整治。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调动全县党员志愿者投
身创建工作，积极开展政策宣传、维护
社会文明秩序、清洁卫生、义务劳动等
各类志愿者服务活动。今年全县新增
民间志愿服务协会 1家、新增志愿服务
团队 41个、志愿者 1190人，注册志愿者
总数达 8952人。开展“党员带头干、共
创文明城”、灾后环境整治、节假日文明
旅游等志愿服务活动 15000多人次，登
记服务时长 5000多小时。进一步创优
人居环境，提升对外良好形象。

该县积极选树典型和道德建设标

杆，建立“好人月月推荐、模范定期评
选”工作机制，及时遴选各类先进典型，
使 之 成 为 全 县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学 习 榜
样。金玉琴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
称号；1 人当选“安徽好人”、6 人当选

“黄山好人”，李云峰进入“中国好人”候
选榜；6人当选第四届黄山市道德模范
或获得提名。积极开展先进典型关爱
活动，全县 69家单位募集“安徽道德建
设基金”106500 元。慰问道德模范及
身边好人 27名，发放道德信贷 10户，金
额 1895万元。

该县积极整合和盘活乡镇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农民文化乐园、村史馆、党
员活动室等各类阵地资源，建立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83 个，完成乡

（镇）、村（社区）建设全覆盖；同时，积极
推进碧阳镇等 9个示范点建设，新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主题广场 46 个，为群众
开展户外活动提供场所。充分发挥在
职党员、教师、乡土文化人才、致富能
手、科技能人、“五老”人员、先进人物、
返乡创业人员等作用，组建县、乡、村三
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志愿服
务队 202 支。志愿者走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讲党课、论道德、说故
事、传技术，深受群众欢迎。目前已开
展活动 992 场次，参与群众 52540 多人
次。 ·余卫东 韩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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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来，黄山区坚持将软
弱涣散整顿作为补短板打基础的重要
举措，对摸排确定的 3个软弱涣散村党
组织瞄准存在问题，务实工作举措，认
真抓好整改，实现从“软弱涣散”到“凝
心聚力”美丽蜕变。

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针对
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班子配备不齐、书记
不胜任现职等问题，黄山区注重从本地
致富能手、返乡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
等群体中发现优秀人才。比如，乌石镇
将热心村级事业、愿意到村工作的十万

丰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任命为地理溪
村党支部书记。与此同时，黄山区还采
取从机关单位选派书记、干部驻点指导
等方式，充实村“两委”班子。仙源镇选
派 1名镇干部为弦歌村党总支书记，并
安 排 1 名 党 委 委 员 专 职 驻 村 指 导 工

作。针对“两委”班子不够团结问题，焦
村镇山河村建立了镇党委书记与村“两
委”定期谈心制度、“两委”负责人工作
月报告以及“两委”班子周例会等制度，
有力增强了“两委”班子工作合力。

干群关系从“疏”到“亲”。该区坚
持将矛盾问题摆出来，认真解决，以实
际成效拉近干群关系，提升村级向心
力。据统计，3个软弱涣散村收集整理
矛盾纠纷、群众诉求 54项，目前已经解
决 48项。如仙源镇弦歌村先后解决了
农村电网改造、安全饮用水、道路工程、
农发项目征地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11月 11日，上海铁路局发布信息，自 11月 12日
起，长三角铁路 45个车站实施电子客票，旅客无需取票，刷证
即可乘车，快速通过。其中黄山北站，歙县北站，三阳站也在
首批启用电子客票车站名单之列，目前已经正式启用。

据悉，电子客票将原纸质车票承载的旅客运输合同、乘
车、报销三个凭证功能分离，实现运输合同凭证电子化、乘车
凭证无纸化、报销凭证按需提供。此外，电子客票还可以实现
自助化实名验证、自助化验票等无干扰服务；旅客持购票时所
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即可快速、自助进站检票乘车，减少
排队取票环节，通过闸机用时更少，通行速度明显提升；尤其
在发生旅客列车大面积晚点、停运等特殊情况下，如旅客未使
用现金购票且未取出报销凭证，无论哪个渠道购买的车票，都
可以在互联网自助办理退票或改签，方便旅客的同时，也有效
减轻车站窗口压力；由于没有纸质车票，丢失车票等问题将
可以有效避免。 ·吴玉莲 程向阳·

旅客刷证即可乘车

黄山北站昨起实施电子客票 近日，水利部决定
开展河湖长制工作示
范河湖建设，并在全国
范围内遴选出拟建设
示范河湖 17 个（第一

批），我市的新安江屯溪段成功入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全面

转向“有实”，持续改善河湖面貌，形成治水效
果明显、管护机制完善、可复制可推广的一批
典型案例，水利部决定，拟用一年左右时间，通过
实施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建设一批“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示范河湖，实现“防洪保
安全、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宣居水环境”的
目标，成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幸福河，为全国河
湖管理和河湖长制工作提供样板。·陆根平·

日前，由祁门县组织申报的《中药材栽培
技术规程——白及》地方标准，经安徽省标准
委评审获准立项。

祁门县是安徽省林业大县，森林资源丰
富，为林下种植中药材提供了大量的林地资
源。目前该县企业化培育白及组培苗和大规

模林下种植白及技术日益成熟、完善，制定《中
药材栽植技术规程——白及》地方标准条件已
经成熟。《中药材栽培技术规程——白及》地方
标准是祁门县中药材领域第一个立项的省级
地方标准，填补了该县中药材省级地方标准的
空白。 ·钱新胜·

新安江屯溪段入选水利部示范河湖建设名单

祁门县首个中药材省级地方标准获准立项

本报讯 记者舒俊报道 11月 12
日，作为第十二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
系列活动之一，第八届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中国观测点年度
工作会议在我市举行。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中国观测点管
理与监测中心主任保继刚教授，安徽省
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靖，
副市长程红出席年会开幕式并致辞。
来自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国际专家代

表、国内外有关观测点的代表等近百人
参加会议。

本届年会以“文化、旅游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为主题，由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管理与监

测中心、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黄山市
人民政府主办，黄山市文旅局、黄山风
景区管委会、黟县人民政府承办。世界
旅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是世
界旅游组织选择全球典型旅游目的地
进行旅游影响监测，通过监测活动指导
旅游目的地科学发展、提高旅游目的地
的示范性地位、推动旅游目的地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截至目前，国内观测点

（站）共 9个，分别为桂林阳朔、黄山（黄
山风景区、西递宏村）、张家界、喀纳斯、
成都、河南（洛阳、焦作）、西双版纳、常
熟及江门。 （下转第三版）

第八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
可持续发展中国观测点年会在黄山召开

11 月 10 日，位于黟县奇墅湖风景
区内的古树林，景美如画，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观赏游玩。 潘 成/摄

景美如画
游人如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