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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屯溪区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为依托，通
过志愿者义务上门入户服务等形式，
在基层村镇立新规、破陋习，倡导喜事
新办、文明理事，让村民办喜事省钱、
省心，有效践行了厉行节约的社会新
风尚。

“平时乡亲们办喜事我们都义务
过来帮忙，洗洗碗、洗洗菜、端端盘子，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1月 22日傍
晚，在屯溪区奕棋镇瑶干村，一对新人

的婚宴在村里的移风易俗便民服务餐
厅里举行，该镇春晓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胡志慧和同事们主动前来义务帮忙。
切配菜、做菜、上菜，志愿者们干得风风
火火，更增添了婚宴的热闹气氛。

据了解，现在村民家有个红白喜
事，需要操办宴席的，先到村委会申
请，再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发布志
愿服务信息，志愿者在志愿者服务平
台自愿报名参加。村民在家门口，只
需要支付买菜的钱，就可操办出喜庆

热闹的宴席，像这场婚宴，每桌十几道
的菜肴只需花费 400 元。“在酒店办宴
席价格高费用大，给双方家庭造成很
大的经济负担，自己在家办既节约又
热闹，亲朋好友还可以多聚聚，多聊聊
天，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新娘徐君
君告诉笔者。

如今，村民逐步转变了传统操办
红白喜事的观念，讲排场、相互攀比的
少了，请客的、做客的都省钱省心，大
家吃得实惠又合口味，也减少了铺张

浪费。“这样的宴请方式很接地气，这
个菜有荤有素，大家热热闹闹地聚在
一起很开心。”宾客胡松树说道。

目前，这种新型志愿服务农村酒
席的形式，有效地破除了“红白喜事大
操大办、奢侈浪费、盲目攀比”等陈规
陋习，弘扬了移风易俗、勤俭节约的社
会风气，将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今年以来，全区 5 个移风易俗便民服
务餐厅承办各类活动近 60 场次。

·王 珊·

屯溪区志愿服务引领社会新风尚

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本报讯 信用是人的“第二身份
证”，也是市场经济的“硬通货”。歙县
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放
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大力推进
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
公信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倾力打
造“诚信歙县”品牌。

歙县深入推进“3+2”清单制度建
设，切实做到依法决策、依法执行和依
法监督。今年 1—10 月，歙县涉及政府
部门的行政复议案件共有 19 件，已结案

19 件。同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全力推进“减证便民”工作，实现全县政
务服务领域事项告知承诺制全覆盖。
今年以来，已在固定资产投资、企业开
办及注销、工程项目审批许可、不动产
登记、公共资源交易等 33 个领域使用
了信用承诺并实施容缺受理。

歙县在企业劳动保障审查、粮食诚
信经营、药品生产经营等 22 个领域开
展分级分类行业信用评价，对不同级别
监管对象实施分类监管，并强化结果应

用。同时，依托“信用中国”等平台和全
市信用联合奖惩系统，将信用核查及联
合奖惩工作嵌入劳动保障、市场监管和
税务等 55 个工作领域。今年以来，歙
县已常态化完成对 457 家失信企业的
信用修复工作。针对无主观故意的轻
微或一般失信行为，在纠正失信行为并
满足修复条件前提下，及时依法依规退
出“异常名录”及“黑名单”，保障市场主
体信息安全及合法权益。

为使守信主体在各类服务中获得

更多优惠便利，让无形的信用成为群众
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有形价值，
歙 县 全 力 推 广 信 用 惠 民 便 企 措 施 。
2014 年，歙县率先在全省推出“银税互
动”业务，为信用良好的企业提供贷款
支持，截至目前，歙县已累计向 434 户
次企业累计发放贷款 11.77 亿元。在深
入推进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上，歙县因
村定策、因户施策，形成一条党组织“牵
线”、金融“搭台”、信用“串联”、群众“唱
戏”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据统计，已完
成 4600 户授信户授信金额 5.02 亿元，
累计用信 1.7 亿元。今年以来，歙县其
他“信易贷”已发放经营性信用贷款 25
亿元，小微企业信用贷款 19.42 亿元，有
效缓解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充分
发挥了信用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推动
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再上新台阶。

·凌利兵 倪文娟·

登记、筛选、撸袖、献血……11 月
24 日上午，歙县经济开发区组织近 60
名企业员工无偿献血，用实际行动传
递爱心，温暖生命。

据了解，今年歙县经开区已经组
织 3 次献血活动，参与献血人数 124
人，献血量达 4万毫升。

吴灿 吴伟伦 侯侃/摄

无偿献血
传递爱心

本报讯 秋冬季是常见呼吸道传染
病高发季节，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等秋
冬季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工作，徽州区始
终保持警惕、严密防范。

11 月 23 日，笔者在城北客运站看
到，工作人员正在对进站旅客进行体温
检测，并提醒乘客戴好口罩。虽然客流
量不大，但车站的防疫工作没有丝毫松
懈。

除了提醒乘客配合做好扫码实名登
记、戴口罩，车站还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区
域的防控工作，严格按照程序做好站内车
辆消毒、检查等工作。客运站工作人员吴

客骤告诉笔者，车站每天对车辆进行 2 次
消杀，一般是中午收班后和晚上收班后，主
要是对乘客经常接触的部位进行 84消毒，
对车辆外部进行清洗，给乘客提供一个安
全舒适的乘车环境。

在大地影院购票处，工作人员为观
众提供了免费洗手液，场地内摆放的宣
传海报时刻提醒观众要佩戴口罩，配合
工作人员测量体温，安全观影。

徽州区始终绷紧防控这根弦，切实
做好扫码、测温、登记、检测等疫情防控
各 项 措 施 ，确 保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万 无 一
失。 ·周文静 胡宇钲 闫艳·

本报讯 黟县渔亭镇围绕“一村一
品”发展思路，引导各村因地制宜开展种
植、养殖、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并不断
加大乡村产业资金扶持和人才培养力
度，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村企合力种出“丰收田”。汪村生
态资源良好，交通便利，良田较多，于是
与黟县有农公司开展合作，成立黟县农
友种植专业合作社汪村分社，通过土地
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方式，构建“龙头企
业+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经营管理模
式，种植香稻、黑稻 100 余亩，既增加了
村集体收入，也帮助农户鼓起了钱袋子。

集体发力养出“增收鸡”。为推动
农业农村稳步发展，继续深化农村改

革，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
渔亭镇用好“五黑”产业发展政策，大力
发展“五黑”产业，进一步增强村级组织
发展集体经济的内生动力和“造血”功
能。今年下阜村整合各方资源，面向市
场，选择产业，充分发挥村级组织主体
作用，养殖 1000 只黑鸡，既增加了农民
收入，又激发了村集体经济活力。

旅游项目建出“致富路”。围绕“全
域旅游”目标，渔亭镇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开展黟人桃花源旅游度假区黛川轩
项目、玛川新苑、时光码头酒店等特色
旅游项目。桃源村发挥水利自然资源
优势，将桃花源长廊 200 亩水面入股黟
县徽黄景区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桃
花源漂流旅游项目，通过服务实现分
红。同时，该项目也带动了桃花源长廊
周边民宿农家乐增收，让村民吃上了旅
游饭。 ·甘文杰·

种出“丰收田”养出“增收鸡”

渔亭镇“一村一品”引领农民奔小康

本报讯 虽然已是初冬时节，但在
祁门县闪里镇港上村千亩蛋白桑基地里，
许多市民和游客正在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市民程晶晶与几十名外地来的游
客一同穿行在齐腰高的桑树间，采摘着
树枝上的嫩叶。她说：“以前只知道桑
叶是用来养蚕的，不知道桑叶还能做茶，
感觉很新鲜，尤其是美丽的乡村田园风
光，陶醉其中，真的让人流连忘返。”

游客鲍俊毅拿出手机拍照留影，享
受着冬日暖阳下田园采摘的别样感受，

“我觉得这个季节采摘桑叶别有一番情
趣，特别是农村田园空气新鲜，双休日
带着孩子过来体验桑茶文化，很有味
道。”

据了解，蛋白桑含有多种维生素和
氨基酸，桑叶可以用来制作蛋白桑茶，
平均每 4 公斤桑叶可以制成 1 公斤干
茶。蛋白桑产量高、生产周期短，一年
可收获 2 至 3 茬。

两年前，在外务工的村民陈永霞看
准蛋白桑利用效率高、种植见效快的特

点，返乡创办了祁弘韵蛋白桑农业科技
公司，先后在闪里镇文堂、港上等地，流
转近千亩闲置土地发展蛋白桑种植，并
聘请附近村民在基地从事采摘、除草、
修枝等日常管护工作，帮助贫困群众增
加收入。

港上村原建档立卡贫困户郑月仙，
通过在蛋白桑基地务工增加家庭收入，
摘掉了贫困帽子。她说：“在基地干活，
一年可以收入 1 万多元，家庭经济状况
有了较大改善。”

近年来，闪里镇通过扶持能人、大
户发展蛋白桑种植、桑叶加工特色农
业，带动了村民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
展。祁弘韵公司也在推广蛋白桑种植
的同时，尝试发展“桑叶采摘”体验、“桑
叶美食”品尝等系列旅游项目，让更多
村民从中受益。

陈永霞表示，下一步要依托现有的
1000 多亩蛋白桑基地，开发乡村旅游，
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钱新胜 陈艳军·

港上村：

一片桑叶造福一方百姓

潘丽华是黄山区仙源镇越山村人，
丈夫长期瘫痪在床。她一个人挑起了
生活的担子。每天早上 4 点多，潘丽华
就起床到菜地劳作，从耕地、下种、施
肥、锄草，到采摘、售卖，她样样精通。
忙完地里的活，潘丽华赶紧回到家生火
做饭，再把丈夫从床上抱起来，穿戴整
齐，洗漱完毕，然后将做好的早餐一口
一口喂给丈夫。

12 年，4000 多个日夜，她默默地坚
持着，等待着梦想开出幸福花。潘丽华
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无法实
现出远门打工或者是发展产业的梦想，
也缺乏蔬菜种植技术，家庭经济十分困
难，2014 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开展精准扶贫后，驻村扶贫工作队

和帮扶责任人了解到潘丽华有在家开
展生产经营的愿望。她身体健康，手脚
勤快，种植蔬菜是把好手，在帮扶责任
人的帮助下，她申请了“菜篮子”工程的
支持，建成了 2.4 亩的蔬菜大棚基地。

2017 年初，瘫痪在床 12 年的丈夫
去世。潘丽华就和儿子一起种植蔬菜，
当年增加收入 1.5 万元，2017 年她家顺
利脱贫。这让她越发有了干劲，此后的
日子，母子俩白天在地里干活，凌晨儿
子上街卖菜，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
有盼头，2018 年她还主动退出了低保。

去年，通过帮扶责任人牵线，潘丽
华学会了西瓜种植技术，当年又为她增
加了 5000 元的西瓜收入。种植技术上
的不断提升，加上勤劳的品质，让她家
的蔬菜收入每年稳定在 3 万元左右，她
也 成 为 了 村 里 小 有 名 气 的 蔬 菜 种 植
户。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果实，全
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潘丽华的脸上
露出了笑容，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憧憬
和希望。 ·张志武 凌鑫·

潘丽华：

蔬菜“种”出致富路

11月 24日，在黟县碧阳镇赤岭村草莓基地，种植户忙着给草莓除草。
据了解，2019 年赤岭村成立特色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草莓种植，通过“合作

社+农户+贫困户”模式，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 何彦铭/摄

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振兴发展

歙县倾力打造“诚信歙县”品牌

徽州区织密疫情防控网

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上接第一版）据统计，为期三天的活
动，累计吸引游客近万人，带动农户
销售农特产品近百万元。

除了绿水青山运动会，今年徽州
区还筹备开展多场创新项目。在岩
寺，虹光微景区举办乡村旅游发布
会，推出乡村旅游系列活动；在西溪
南，最有料的“枫杨市集”，向游客呈
现了一场有音乐、有美食、有创意的
诗意乡村市集，吸引周边近千名游客
驻足流连；在蜀源，葵花节让蜀源成
为不少游客“十一”必到的网红打卡
点；在富溪，黄山毛峰开采节，成为每
年茶季必不可少的盛宴；在洽舍，田
园冬欢让游客大饱眼福口福；在杨
村，香榧文化与生态资源、户外体验

有机结合；在呈坎，油菜花节、晒秋，
成为皖南春秋季最美的画卷……围
绕“丰收和喜悦”主题，该区创新开展

“韵味徽州·青年文化创意大赛”，举
办 2020“徽州六美”全国摄影大赛；
结合“梦潜口”、和康中医馆、谢裕大
茶博园建设等，持续打造康养潜口；
发力夜经济，纳尼亚小镇网红夜市火
热开市；用活美丽乡村优势资源，将
美丽资源转换为美丽经济，举办“心
往处的徽乡”徽州区精品乡村旅游

“微空间”短视频人气评选大赛……
徽州区乡村通过创新旅游项目，实现
了聚人气、造商机、谋发展，带动村民
增收，促进乡村振兴。

·李静雯 闫艳·

（上接第一版）为了充分发挥茶叶
的完全价值，方国范积极抓住 2017 年
中国科技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实
践基地”落户新安源公司的契机，主动与
中科大科研团队对接，研发有机茶新产
品并获得成功。目前已经申请发明专利
3项、实用新型专利 4项。“新安源有机冬
茶”及“新安源有机冬茶营养含片”等衍
生产品量产后，加速了当地茶产业的转
型升级，对茶农的增收致富起到积极作

用。正是基于勤奋好学、爱岗敬业、锐意
创新，方国范从一名普通茶农迅速成长
为省级茶业龙头企业的生产技术标兵，
并成为有机茶产业发展的先行者。

“制好茶，带着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这既是我始终不忘的初心，也是我人生
奋斗的目标！”方国范一直坚守着这份
责任。他带领“劳模创新工作室”团队
100 多 次 深 入 山 区 和 茶 园 ，积 极 参 与

“跟着劳模去扶贫”活动，把自己牵头制

定的《新安源有机茶开发技术操作规
范》《新安源有机绿茶企业标准》普及给
广大茶农。作为技术推广带头人，他还
远赴四川夹江地区，义务为当地茶农免
费培训传授生产技术。在他倡议下，新
安源公司还邀请国外专家，把最先进的
堆肥技术传授给广大茶农，设立了 10
多个有机茶技术服务中心和配送中心，
免费培训茶农 9000 余人次，改造茶园
面积 4000 多亩……从中受惠的流口茶
农胡友谊感慨地说：“原来采摘大路茶
时，一年茶叶收入不到 2000 元，现在每
年茶叶收入最少增加 3000 元以上，还
不包括在新安源有机茶厂里获得的上

万元劳务工资。”通过多年努力，方国范
的先进有机茶生产技术，已辐射带动全
县新安江源头及周边地区 2 万多茶农
致富奔小康。

数十年如一日，方国范投身有机茶
种植推广和技术革新，积极帮扶贫困茶
农脱贫致富，为新安江源头生态保护、
推动乡村振兴、推进农业现代化、支持
贫困地区发展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安徽省劳动模范”“安徽省江淮工匠”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8 中国茶业
年度人物”“全国劳动模范”等一项项荣
誉，在他眼中都是自己牢记的责任和
使命。 ·汪一好 黄影·

38载，兴茶富农不停步

徽州区多元化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增收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