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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中共徽州工委健全组织，
经芜湖中心县委转呈中央备案并批
准，徽州工委与中央发生直接关系。

春 中共祁门县委建立，书记
刘仲希，副书记方鼐；中共歙县县委
在岩寺成立，书记汪樾。

4月 23日 中共徽州工委召开
第一次执委会议，产生执委 7 人，常
委 5 人，鲁国储任书记，朱晓村任组
织，铸成任宣传，李春和任农运，宏
同志任工运，陈督群任交通，乙黎任
妇运兼学运，刘仲希任兵运。直属
工委领导的有贵池、秋浦、祁门、旌
德、歙县、休宁、太平县委，黟县区
委，东流、石埭特支，绩溪支部。

6 月 中共徽州工委与芜湖中
心县委失去联系。经中央批准，与赣
东北省委发生横向关系。23 日，工委

向赣东北省委作书面报告，并派朱晓
村前往赣东北省委汇报工作。

10月初 中共徽州工委得悉工
委书记鲁国储 7 月路过芜湖被捕，即
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暂由朱晓村（赵
慰农）任书记，张光耀任组织，汪宪
任宣传，刘伯畴任工运，王璞恒任农
运，邓平任妇运，刘国标任青运，计
剑峰任秘书长。根据中央指示，工
委机关于 10 月初由秋浦县迁祁门县
西坑，由于策动驻祁敌军起义未成，
下旬迁歙县小练。徽州工委此时已
成为皖赣边纵横 150 多公里地区党
的最高领导机构。

年底 中共徽州工委划归闽浙
赣省委领导。省委决定把徽州工委
改为中共皖南特委，派宁春发（宁月
生）担任特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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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及乌是我们农民的大福星，我
这一大把年纪的去年都挣了一万多
呢。”惊蛰时节，农事渐忙，匆忙撂下几
句，年过七旬的吴运平老人驾驶电动
三轮车向农田驶去。

吴运平是黄山区乌石镇人，他口
中的爱及乌是黄山爱及乌农产品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

乌石镇位于黄山区西部，生态环
境绝佳，是农业大镇，种养业一直是最
大、最传统的产业之一，也是村民们增
收的重要渠道。2019 年 9 月，为科学
整合镇域内优质原生态土特产资源，
有效提升群众特别是贫困户自力更生
的信心，乌石镇政府主导成立黄山爱
及乌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吸纳
镇域内 8 个村合作社，通过统一种植、
统一收购、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变“户

户合作”为“社社联合”，构建和完善产
业链条中的利益联结机制，逐步打造
集生产、收购、加工、贮存、销售于一体
的农业联合体，打造地域农特产品品
牌。

为破解田地抛荒难题，爱及乌联合
社探索建立了抛荒地村级定股集中运
营机制，根据群众意愿和村组实际，将
可集中耕种的闲置土地以代种、订单等
方式科学化按季耕种，并组建富锌米、
飘香芋、小赤豆、白茶等专业种植队伍
6 支，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特色种养。

“我们地里种的都是根据收购企业需求
来的，这叫订单式生产，去年仅大米我
们就签了 7 万斤订单，销售额达 30 万
元。”爱及乌联合社法人杨长友告诉记
者，目前投入 200 余万元的烘干厂房已
建成投入使用，下步还将加快推进冻

库、保鲜库等农特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
施建设，完善产后初加工等设施，着力
解决农特产品出村“最后一公里”问题。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团队做。去
年，情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全面托管
运营爱及乌联合社，通过市场化运作
将镇里的富锌米、农家土鸡蛋、手工粉
丝、干香菇、木榨菜籽油等农特产品销
往各地，全年线下销售额超 200 万元。
情义旅游负责人、爱及乌联合社承运
负责人杨康介绍，接手运营后，他们当
即通过融入当地传说、提取农特产品
核心元素、推出套餐礼盒等方式对现
有产品包装进行了升级改进，进一步
增加产品卖点。与此同时，迅速着手
开发新产品，搭建线上商城，开发上线
爱及乌微信小程序，进一步畅通线上
线下销售渠道，并利用公司旗下杨家

寨等景区年均 20 万客流量，实现以旅
促销。据了解，截至目前，爱及乌联合
社已与市、区国网公司等多家单位食
堂签订供货协议，入选北京天下秀科
技等上市公司工会采购目录，入驻南
京 礼 小 二 、黄 山 奥 萱 科 技 等 电 商 平
台。“今年我们将继续依托杨家寨等景
区，结合全镇特色活动和特色村组，丰
富旅游产品供给，以旅游带动农特产
品销售，推动种养产业发展壮大，带动
村民致富。”

翻开爱及乌宣传册，关于商标设
计的解释有这么一句：商标上方稻穗
图样变形表示农产品，颜色渐变寓示
日出时的第一缕阳光，蒸蒸日上。放
眼乌石全境，在脱贫摘帽以后，大家伙
儿正迈着稳健的步子在希望的田野上
奋力前行。 ·刘 晨·

◀二月初二龙抬头，金龙启泰迎复苏。3 月 14
日，屯溪区文化旅游体育局为迎接文旅市场复苏，提
振旅游业信心，在屯溪老街举办民俗踩街活动，为市
民奉上一道精彩的民俗文化大餐。

樊成柱 徐雅娜/摄

金龙起舞开泰运

深学党史 知行合一
——访市党史研究工作者郗延红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

力求从党史中汲取经验，找寻规律，注
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
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
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所以，学习党史成为新时代赋予各级党
员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一项政治任
务。”3 月 11 日，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教研室主任郗延红在接受记者
专访时说道。

郗延红认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意义非常。“百年党史，就是‘明理、增
信、崇德、力行’的最好教科书。学习百
年党史，不仅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增
长智慧，更有助于继承和发扬党的成功
经验和优良传统。”郗延红告诉记者，学
习百年党史，就是去感受中国共产党在
这 100 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取
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感受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领导智慧和大家风
范，从而激发党员干部保持和发扬战争
年代的革命精神、建设时期的奋斗精
神、改革时期的创新精神，增强党员干
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
风的自觉性，进而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提
高领导能力和工作水平，增强工作的系
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这对于当前全
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应对未来变局，实现民族复兴，都具
有十分重要意义。

“通过回顾百年党史，我们会对党
有更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
地位的历史必然性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会进一步增强对党的认同感，也才能更
加深刻地理解‘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
句话的真谛。”郗延红说，学习百年党史
的关键是要落实对党的认同和热爱，从
而增强党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向心力，增
强接续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信念。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理论联
系实际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崇奉的马
克思主义学风，‘知行合一’是我们应加
奉守的基本准则。搞好党史学习教育
正是做实‘知’的软功夫，达到学以致用
是做强‘行’的硬功力。”郗延红认为，在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过程中，广大党员
干部应当做到“知行合一”，学用贯通，
不能驰于空想、骛于虚声，要在担当作
为中接受考验，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
当锐意进取的奋斗者。

郗延红告诉记者，当前，市委党校
已经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党校校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和各支部年度学习的重
要内容，作为 2021 年主体班干部教育
培训重点任务，纳入教学计划，党史专
题课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作为
党校人，无论是广大教职工还是学员，
都应自觉地投身到党史学习教育中去，
结合对包括皖南、徽州的红色资源在内
的百年丰富党史的深学和透悟，从中汲
取智慧力量，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
奋斗姿态，为加快建设新阶段更美丽更
富裕更文明的现代化新黄山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郗延红说。

·叶有辉 实习生姜洪强·

本报讯 3 月 11 日，我市交通执法
部门开出首张非现场执法手段治理公
路车辆超限超载违法案件罚单，这也是
我市科技治超系统 3 月 1 日正式运行以
来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运输的首例处罚
案件。

3 月 1 日 9 时 46 分 ，车 号 为 黄 皖
N3 ×××× 的 6 轴 货 车 行 驶 在 G237 线
972K+200 米处楠玛村卡点时，经超限
检测卡点设置的动态检测仪检测，数据
显 示 ，该 车 为 6 轴 车 ，车 货 总 重 为
59.850 吨 ，车 辆 总 限 重 49 吨 ，超 限
10.850 吨，超限率为 22%；系统自动报
警提示该车超限运输。3 月 11 日，车主
委托代理人主动携带相关资料到黄山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直属三
大队接受处理。针对该违法超限运输
行为，我市交通执法部门依法对其作出
罚款五千元整的行政处罚。

记者从市治超办获悉，去年，全市
在完成 13 个治超非现场动态卡点、2 个
治超公路检测站建设的基础上，投入近
2000 万元，在休宁县、歙县、祁门县等
区县新建 11 个治超动态卡点，从 3 月 1
日零时起开始运行。

市治超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步，
我市将加快科技治超步伐，持续开展好
治超非现场执法工作，推进全市治超工
作高质量发展。

·汪悦 朱国良 实习生刘新颖·

屯光镇：打造铁路沿线“风景线”
本报讯 近日，笔者在屯溪区屯光

镇境内铁路沿线看到，平坦大道干净整
洁，环境宜人风景秀美，卫生状况大幅
提升……屯光镇境内 10 公里客运铁路
线，串起黄山市对外交通出入网，是展
示黄山市中心城区形象的重要窗口。

为推进沿线集中整治工作有序开
展，屯光镇积极会同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芜湖工务段、合肥铁路公安处
黄山站铁路派出所联合成立铁路沿线环

境整治联合工作组，协同重点整治铁路沿
线红线内放养牲畜、私自开荒种植农作
物、违章搭建、垃圾堆放等现象，打造“干
净、整洁、安全、有序、景美”的铁路风景线。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屯光镇严格按
照《铁路管理保护条例》规定，加强镇域
内铁路 10 公里沿线的隐患排查，查处
隐患 37 处，拆除隐患点 1160 平方米，查
处 企 业 5 家 ，新 增 绿 地 261.72 万 平 方
米。 ·卢旭生·

何荣成：富而思源报桑梓

3 月 10 日，何荣成带着 36 名公司
员工，冒着牛毛细雨，奔赴歙县昌溪乡
双源村，在流转下来的茶园地里栽种
香榧树，为刚脱贫的村民持续增收添
火助力。当天共栽种香榧树 2000 株，
面积达 50 亩。

双源村是何荣成的老家。5 岁时，
他父母离世，靠哥嫂拉扯长大。乡里
乡亲对他很关照，时不时给他饭吃给

他衣穿。他初中辍学外出挣钱，逐渐
积累了一定的资金。1998 年，徽杭高
速公路黄山段全线开工，他在歙县呈
村降承包一个标段。因诚实守信，质
量过关，他逐渐得到同行和社会的认
可。2015 年 11 月，他创建了安徽昌成
建设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市政、水利、
公路工程设施建设，现落户歙县县城。

“不仅要把企业办好，还要多做公
益，这才是企业家应有的责任担当。”
这是何荣成的信念。熟识的人都知
道 ，老 何 人 爽 直 ，心 肠 好 ，家 乡 情 结

重。曾经父老乡亲给的关爱，他从未
忘怀。事业有成的他，多年来捐资捐
物支持家乡事业发展。

公司成立后，连续 5 年累计捐助昌
溪乡 80 岁以上老人慰问金 13 万元，赞
助昌溪乡双源村扶贫资金 25 万元；扶
持双源村农业项目资金 6.3 万元，扶持
昌溪乡白云村农业项目资金 5 万元；扶
持昌溪乡留守儿童学校修缮费 1.5 万
元，为留守儿童捐赠服装 114 套，价值 3
万元；组织扶持胡埠口电改 4200 元。

2020 年疫情期间，公司发动企业

员工捐款，募得爱心资金 43240 元捐献
给昌溪乡用于防疫工作，并向歙县红
十字会捐赠现金 20 万元，向歙县人民
医院捐赠价值 3 万元的方便面、火腿肠
等爱心食物。2020 年歙县“7·7”洪灾
后，公司第一时间向歙县红十字会捐
赠抗洪救灾善款 36 万元，并自发出资
组织两台大型机械帮助开发区开展灾
后整治近一个月，人员 400 工时。

“从小家里苦，我受了村里人不少
帮助。现在我想为家乡做点事，让村里
人过上好日子。”何荣成说，他想在双源
村建 700 亩香榧基地，让在外打工的人
回村能做事致富，现在他免费提供树
苗，公司雇人栽种。“只要我有能力，就
会继续把这些事做下去。” ·汪政宣·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月 12 日，在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到来之际，
徽州区潜口镇蜀源村舞起“稻草龙”。20 余名村民
舞动着挂满灯带的草龙，沿着规划好的路线在村道
巷弄中来回穿梭，10 余米的龙身上下翻腾、左右起
伏，气势磅礴、热闹非凡。 潘成 邓根宝/摄

休宁县春节线上文化活动获省表彰

日前，休宁县文化馆荣获全省“2021
年春节期间基层文化活动线上服务优秀组
织单位”，得到省文化馆通报表彰。全省仅
有 14家县级文化馆获此殊荣，休宁县为黄
山市唯一一家县区级获奖单位。

2021年春节期间，休宁县文化馆借助
新媒体传播渠道，积极组织开展“文化进万
家，线上过大年”系列文化活动，丰富了城
乡群众春节期间文化生活，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李军 胡婕·

徽州区5月启动一批文保项目

为加强文物保护，徽州
区文旅体局积极谋划项目，
扎实推进项目申报，2020 年
成功申报罗东舒祠修缮、文
峰塔边坡抢险加固、军部纪
念馆消防、许承尧故居修缮、
洪氏家庙修缮以及洪氏家庙

消防项目，争取国家文保资金 1855万元、省级文保
资金 166 万元、市级文物保护利用资金 80 万元，目
前项目资金2101万元已经全部到位，计划2021年 5
月启动以上项目。 ·胡 晨·

黄山区查获一男子非法捕捞

日前，黄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在
新明乡禁渔区水域执法巡查时，当场发现非法捕鱼人
员 1 名，未发现渔获物，查扣涉案船只 1 艘、刺网 240
米。经查，当事人项某涉嫌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
规定进行捕捞。现场检查结束后，执法人员把当事人
项某安全送回家，并告知当事人次日到区农业综合执
法大队一中队接受调查处理，同时对其开展禁渔规定
宣传教育。

据悉，自禁渔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
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精准摸排，针对性开展执法
巡查，有效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崔铠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