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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位现役军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成功捐献 六届市委第十一轮巡察首批正式进驻

www.huangshannews.cn

黄山市党史大事记

1953年
1月 20日 中共徽州地委强调

抓好水利冬修。中共徽州地委发出
关于水利工作的紧急指示，要求各
级党委必须高度重视水利冬修，各
县市负责人应亲自负责，保证工程
质量，并组织力量深入检查督促。

1月 30日 中共徽州地委发出
《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
要求把防治血吸虫病列为党的中心
任务之一，利用各种宣传机构及各
种宣传方式，开展广泛的防治血吸
虫病的宣教工作。

2月 18日 中共徽州地委讨论
山区办合作社。地委召开各县农业
合作社正、副工作组长会议。会议
对第一期办社试点工作进行了检查
和总结，着重讨论了山区办社中的
若干具体问题。

4月 23日 中共徽州地委发出
《关于完成普遍民兵制与建立民兵
基干团的工作指示》。要求各级党
委制订具体计划，统一部署，加强领
导，把握条件，建立普通民兵和基干
民兵组织。

5 月 6 日 中共徽州地委机关
报《徽州报》创刊。在创刊号上，地
委书记魏心一题词：“全区党员同志
们，为办好徽州报而努力！”专署专
员杜维佑题词：“传达政策，反映情
况，为生产建设而服务。”

6月 29日 中共安徽省委山区
农村调查组到徽州调研。调查组以
歙县黄山区的山岔乡、杨村乡、漕溪
乡为重点，开展了调研。

7 月 1 日 徽州地区按照政务
院的统一部署，进行第一次人口普
查。普查结果，徽州地区共 316236
户 ，1145159 人 ，其 中 男 579266 人 ，
女 565893人；非农业 127003人。

7 月 6 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绩
溪县籍战士、共青团员许家朋在朝
鲜战场上英勇牺牲。许家朋被誉为
黄继光式的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
领导机关授予他特等功臣、一级英
雄战斗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共
和国英雄”称号。

7 月至 8 月 中共徽州地委领
导全区人民抗大旱。徽州地区近 50
天久旱未雨。地委将抗旱作为压倒
一切的中心工作，领导全区人民与
旱灾作斗争。

10月 徽州地区开始实行粮食
统购统销。徽州地区按照国家关于
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对农村余粮
户实行计划收购，对城镇居民和农
村缺粮户实行计划供应，严格控制
粮食市场，严禁私商经营粮食。

11月 9日 徽州地区开展党在
过 渡 时 期 总 路 线 的 学 习 、宣 传 活
动。中共徽州地委召开专区直属单
位干部大会，徽州专署专员杜维佑
作《关于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总任
务和总政策》的报告，1400多人参加
大会。

12月 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报请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屯溪市
直属安徽省人民政府领导。1955年
4月改属徽州专署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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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8 日，安徽省立医院
造血干细胞移植病房，驻黄某部官兵
王春鹏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黄
山市第 9例、安徽省第 301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他也是黄山市首例、安徽省
第 3例现役军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上午 8时 40分，王春鹏结束连续 5
天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前医学准备，在安
徽省立医院造血干细胞移植病房开始采
集，12时 26分采集结束，共捐献 342毫

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这份“生命的种
子”已及时送往北京，将为一名在京治
疗、身患白血病的军人送去生的希望。

王春鹏是吉林白山人，2011 年入
伍来到黄山市，2014 年 9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2013 年 10 月 9 日，他在部队
组织献血时采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
为一名登记入库志愿者。王春鹏告诉
记者，今年 2 月 1 日，他接到市红十字
会来电，得知一位患者与他的血样资
料相匹配，为此，他与妻子沟通后决定
延迟备孕，并获得家中长辈支持。2月
19日高分辨配型采样，3月 10日体检，

4月 3日入院后连续 5天共注射 9针动
员剂。“生命可贵，我很幸运能实现我
最初加入中华骨髓库帮助他人、挽救
生命的初心愿望。”

据了解，2012 年 5 月，中华骨髓库
安徽分库黄山工作站建成，负责本市
造血干细胞捐赠工作的组织、宣传和
动员，志愿者的资料登记，血样采集、
送检，以及资料传输与管理等工作。
自工作站建立以来，我市各地红十字
会会同市中心血站，积极履行法定职
责，组织广大红十字志愿者走上街头、
走进社区、走进高校、走进部队，积极

开展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公益
宣传，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集中开展“携手同行·为
爱奔跑”“红十字三献宣传”“为爱跑徽
马”“燃烧八月·激情献映”“我们入库
吧”“三献百场有奖竞答”等约 400次捐
献造血干细胞宣传和采样入库活动，
广泛动员市民积极参与、支持捐献造
血干细胞工作，主动加入中国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截至 3 月 31 日，
黄山市通过静思期回访送样样本数
1204 人（其中军人 51 人、占 4.2%），已
成功捐献 8例。 ·刘 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4月 8
日，市委第一至第三巡察组分别进驻屯溪
一中、市林业局、市科技局等3个单位召开
巡察“回头看”工作动员会，标志着六届市
委第十一轮首批巡察进驻工作全面启动。

巡察期间，各巡察组将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回头看”的重要
指示要求，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
务，对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精神，对照党章党规党纪，聚焦被
巡察单位政治责任和职责使命，重点监
督检查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党中央及省、市委决策部署情况、群众
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基层党组织
软弱涣散、组织力欠缺等情况以及对巡
视巡察、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问题整
改落实情况。 ·黄 巡·

连日来，众多来自皖浙赣等地区
的党员群众，在休宁县六股尖无名烈
士陵园、中共皖浙赣省委旧址石屋坑
追寻红色足迹，接受党史教育。该县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立足红色资
源禀赋，打造了 8 条红色学习教育线
路，开设“红色课堂”，让党史学习教育
有声有色、走实走心。

黄 影/摄

文旅产业有序开发、安茶产业富
民强乡、悠久文化唱响乡村振兴曲。
清明前夕，记者一行走进革命老区祁
门县芦溪乡，所见所闻令人振奋。

芦溪乡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全乡
21个自然村全部为革命老区。其中，
芦溪村曾是党的地下交通站、中心支
部、芦溪区委、祁门县委和第一个村级
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4年 7月 6日，
红七军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
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
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
领下，从江西瑞金出发，辗转闽浙边、
皖赣边境。10 月 3 日，红七军团主力
3000 多人到达查湾一带宿营……目
前，祁门县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祁门县
工委旧址依然保护完好；在查湾村农
民郑富镜家大门东侧墙上，仍留有“农
民起来组织赤色农会！只有苏维埃才
能救国！”等红色标语。

芦溪乡党委书记潘德俭介绍：该
乡地处祁门县最南端，森林资源丰

富，全乡森林覆盖率达到 85%以上，
境内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多不胜数。
自古人文昌盛，文化发达，芦溪、查
湾 、奇 口 3 个 村 均 为 千 年 以 上 古 村
落。全乡古民居、古祠堂、古渡口、古
道等随处可见。傩舞、龙舟赛、灯饰
表演等文化活动一直延续，安茶文化
享誉海内外。

在红七军团曾经宿营的查湾村，
当地围绕“红色查湾，绿色王国”的总
体思路，正在加紧建设文旅项目。该
村负责人李加强介绍：查湾村辖 8 个
村民组，464 户 1698 人。全村收入以
林业、茶叶为主导。近年来，当地抢抓
机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围绕“脱贫
攻坚”“一事一议”“美丽乡村建设”等，
开展“污水处理、村庄美化、文物保护”
等系列工程，极大改善了村民的生产
生活环境，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汪春贵是查湾村中药材种植大
户，家中共种植黄精 30 余亩，年收入
10多万元。“我们这里生态非常好，为

发展农业和特色种养业提供了优质
的先天条件，现在黄精种植非常稳
定，希望以后能稳扎稳打，进一步扩
大种植规模，增加收入。”

安茶是芦溪乡农民主要经济作
物之一。 2019 年和 2020 年，芦溪乡
年产安茶均达到 200 吨上下，平均产
值超过 3000 万元。随着安茶产业不
断壮大，目前芦溪乡已有大大小小安
茶加工企业 20余家，其中孙义顺安茶
厂和江南春安茶厂成为当地龙头企
业，引领村民产茶致富。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芦溪乡党委
政府充分利用革命历史文化、徽文化
和自然条件，重点抓好乡村旅游产
业、安茶产业、特色养殖产业、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及自然村建设。2019 年
度，全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700 万
元，完成财政税收 612万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达 14523 元，全乡经济社会呈
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同时，组织
修订安茶省级地方标准，进一步规范

安茶生产工艺，筹备组建芦溪安茶协
会，启动注册芦溪安茶地理标志注册
商标，提高安茶特色化水平，打造小
产区高价值产品。充分发挥农村党
员干部先锋模范和产业发展引领作
用，依托山坞农庄大力发展特色种养
产业，目前全乡共有山坞家庭农场 12
家，养殖土鸡达 15万羽、山羊 1000多
只，另黄牛养殖、中药材种植等特色种
养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利用芦溪村国
家级传统村落、世行贷款新农村、省级
历史文化名村、水利、交通等项目，加
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旅游发展
环境。通过旅游基础设施的改善，带
动全乡旅游经济的发展。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我们将
深挖红色资源内涵，积极组织学党
史、重走红军路等活动，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牢记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
念，凝聚奋进力量。”潘德俭表示，“十
四五”期间，芦溪乡将按照县委县政
府提出的“世界红茶之都，美丽康养
祁门”总体目标，以倒湖十八湾核心
区建设为牵引，进一步做好旅游产业
的整体规划和开发，讲好革命故事，
振兴红色查湾，建设山水奇口，以安
茶傩舞为载体，打造非遗芦溪。
·钟伟 姚大盛 许晟 黎小强·

追寻红色足迹
接受党史教育

芦溪乡：传承红色基因 推动绿色发展

本报讯 当前正值菊花田管的关
键时期。日前，在徽州区潜口镇的近
500 亩生态菊花种植基地内，黄山市徽
涯堂菊花种植合作社的 30多名社员正
在移栽菊花，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在基地的菊花苗大棚内，一些菊农
正在挖菊花苗，准备带回自家田里种
植。“我种菊花 10 多年了，以前是一年
辛辛苦苦，到头来还为销售发愁。”菊农
叶万年告诉记者，现在有了合作社，他
们不仅免费提供菊花苗，还提供技术指
导，而且合作社和菊农签订了合同，菊
花只要达到质量标准，他们就来收，菊
农不用担心售卖问题。“去年我家菊花
每亩增加了 2000 元左右，10 多亩地挣
了 10多万块钱。”

目前，黄山市徽涯堂菊花种植合作
社共有菊花种植社员 60多户，采取“农
户+基地+公司”的合作模式，推广有机
生态菊花种植，形成规模效益，实现共

同增收。合作社工作人员汪义军告诉记
者，他们从栽种到田管，全部采取有机生
态方式，提升菊花品质。“我们统一配发
菊苗、农资，并对菊农全程免费培训和开
展技术指导，要求全部按照有机标准种
植、田管。合作社成立以来，社员的菊花
收入逐年增长，增幅每亩达到 800-1000
元。合作社有 500亩土地，亩产值约有
20000元，年产值可突破 1000万元。”

今年，徽州区将以优化菊花资源为
基础，以菊花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广绿
色生态种植技术，加快菊花生产基地建
设，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实现标准化生
产，建立科学完善的质量标准体系，建
成菊花产业质量提升、绿色发展的“徽
州样板”；通过“互联网+菊花”营销手
段，发展菊花+旅游、菊花+康养、菊花+
会展等新业态，着力推动菊花产业向规
模化、绿色化、品牌化和融合化方向全
面发展，促进农民增收。·郑辰 闫艳·

徽州区：

推广绿色生态种植 提升菊花质量效益

本报讯 今年 4 月是第 33 个爱国
卫生月，今年的主题是“文明健康 绿
色环保”。连日来，歙县广泛集中开展
爱国卫生活动，加强人居环境综合治
理，提高全民卫生意识，提升环境卫生
整体水平。

4 月 6 日一早，在歙县北岸镇大阜
村，一群身穿红马甲、手拿扫帚、铁锹
的党员志愿者已经忙活了起来，扫地、
除杂草、清理牛皮癣，用实际行动引导
村民积极加入到清扫行动中来。

入春后，随着气温回升，“四害”进
入活跃期。志愿者们还开展了爱国卫
生和除“四害”宣传，指导村民清理家中

卫生死角。此外，歙县还组织专业公司
人员深入超市、宾馆、农贸市场、公园广
场等地开展喷雾消杀和鼠药补投，并重
点对居民小区、背街小巷、下水道、公厕
等重点部位开展集中“四害”消杀。

记者了解到，今年爱国卫生月活动
将突出解决市民身边的环境卫生问题，
聚焦工作场所、校园、市场、乡村、社区
等重点场所和薄弱环节，深入开展城乡
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歙县将全面启动

“开展一次文明健康始于行科普活动、
策划一次低碳环保践于行群众活动、组
织一次绿色家园齐守护共建活动”，全
面提升人居环境。 ·吴登 王珏·

歙县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上接第一版）（二）巡察举
报箱设置地点：①黄山市屯溪
区天都大道 5号天都国际饭店
广场南侧公示栏处；②黄山市
屯溪区安东路市人民政府西南
门口处；③黄山市屯溪区天都
大道 3号市政协大楼北侧中间
消防通道 5楼入口处；

（三）举报电话：
18905596709；

（四）电子邮箱：
hssxcez@163.com。
市委第三巡察组
一、巡察对象：市科技局党

组
二、巡察时间：2021年 4月

8日至 4月 26日
三、联系方式：

（一）信访接待点：黄山市
屯溪区天都大道 5号天都国际
饭店 A座 903室；

（二）巡 察 举 报 箱 设 置 地
点：①黄山市屯溪区安东路市
人民政府西南门口处；②黄山
市屯溪区天都大道 5号天都国
际饭店广场南侧公示栏处；③
黄山市屯溪区黄山西路 31 号
市科技局一楼大厅处；

（三）举报电话：
18905598026；

（四）电子邮箱：
ahhsxc3z@163.com。

当前正是野生蘑菇生长旺盛期，为有效预防广大人民群众误食有毒野生蘑菇，连日
来，屯溪区紧盯重点环节，积极开展预防野生蘑菇中毒宣传活动，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切实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王珊 胡骏/摄

强化宣传防控 拒食野生毒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