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瓣花兴产业 一粒籽富百姓
——歙县许村镇箬岭村菊花油茶两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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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纪委监委召开全市纪检监察系统重点工作调度会

眼下，正值菊花盛开时节。走进歙
县许村镇箬岭村，只见满山遍野的田地
里一片金黄，几百亩金丝菊迎风绽放，
竞相争艳，不远的山坡上，油茶果挂满
枝头，村民穿梭在菊花地和油茶林里，
有的采摘菊花，有的采摘油茶籽，一派
繁忙的丰收景象。

近段时间以来，该村大桥头村民组
村民郑平安每天早早地来到菊花地里，
忙着采摘菊花。“这几天天气好，赶紧找
了几个人帮忙，怕来不及采摘，烂在地

里。”她弯腰站在菊花丛中，边采边说。
“一定要采摘个头饱满、没被虫咬过的
菊花。只有经过严格挑选的菊花，烘出
来 才 能 保 证 品 质 好 。”村 民 程 立 勇 说
道。走进前山组村民程润华的家，家里
摆满了采摘来的菊花，烘房里正冒着热
气，“一天能采近 200 公斤菊花，这个烘
房上满只能烘约 40公斤，一炉要烘四五
个昼夜。”由于来不及烘，程润华只得以
1 公斤 20 元的价格卖了 100 多公斤鲜
花。

在该村大西坑村民组 400多亩的油
茶林里，沉甸甸的油茶果挂满枝头，村
民正忙着采摘，家里家外摊晒的尽是油
茶籽。如今，青翠欲滴的油茶林已成为

村民致富的“摇钱树”。白天忙着采摘，
晚上忙着剥油茶籽。夜幕降临，在箬岭
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笔者走进村民
朱志明的家，只见一张大匾支在中间，
朱爱国、方祖俊夫妇和街坊邻居围坐在
一起剥着油茶籽。方祖俊说：“前不久
卖了 700 多公斤鲜果，每公斤 2.6 元，收
入近 2000 元”。晚上 8 点多，天渐渐变
凉，在该村扶贫车间，谢金平、谢指辉、
蒋金妳等村民也正忙着剥油茶外壳。

“今年的茶果比往年长得大长得好。这
里山好、水好、空气好，油茶出油率高，
市场比较紧俏。”

一瓣小菊花带动大产业，一粒油茶
籽带富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全村发

展油茶 1500亩，产值近 200多万元。全村
种植菊花约 300亩，有效带动村民增收。

近年来，箬岭村结合实际，因地制
宜，以农业生产和特色农业发展为主抓
手，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派驻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队 、科 技 特 派 员 ，实 行

“党建+”等措施，把菊花、油茶等产业
发展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
兴的重要抓手，帮助村民走出了一条
巩固脱贫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路
子。如今，菊花和油茶已成为箬岭村
继茶叶之后产业增收的重要来源。下
一步，该村还将打造菊花、油茶基地，进
一步加强绿色防控，让特色农业持续带
动农民增收。 ·章向明·

本报讯 日前，黄山区舒溪河蓼子
花海全面开放，成片的蓼子花在太平湖
畔铺了一层紫色的地毯，绚丽多彩，成
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吸引许多游客前
来观赏打卡。为进一步拓宽冬季旅游
市场，近期以来，黄山区多点发力为冬

季集聚旅游人气。
多点宣传冬季美景。组织文旅企

业赴旌德县开展文旅营销宣传活动，
与 旌 德 、宁 国 共 推 休 闲 康 养 、摄 影 打
卡、科普研学等旅游线路产品，活动共
办、产品共推。开展黄山区最美网红

打卡点评选活动，大力宣传推介区内
30 个网红打卡点。通过微信、抖音等
平台加大对黄山 1 号风景道和红色 330
风景道等旅游风景道沿线冬季旅游产
品的宣传推广，持续预热冬季旅游。

多点推出冬季产品。针对冬季户

外活动特点，推出红色古道、乡村骑行、
登山越野、古道探幽、湖畔赏秋等特色
旅游线路。依托露营基地、风景道等推
出适合自驾游群体的线路，吸引省市自
驾游协会、长三角地区自驾俱乐部及周
边城市自驾游群体参与。

增加冬季旅游体验点。围绕秋冬
季丰收主题，先后举办三口镇首届丰
收节、新华乡农民丰收节、樵山香榧文
化旅游节等农旅节庆活动，并结合节庆
活动推出乡村一日游产品，让游客与村
民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带动农产品
销售。

·俞娟 胡晓发·

多点发力 集聚人气

黄山区预热冬季旅游市场

本报讯 11 月 9 日，市纪委监委
召开全市纪检监察系统重点工作调度
会，听取重点工作、专项工作情况汇报，
盘点全年工作，查找差距不足，推进改
进提升。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代理主任罗建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上来，进一步
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推动调研转化落
实、聚力抓好政治监督，不断在学深学
透、落实落细、远谋近施上下功夫，提
高纪检监察工作质量和水平。要坚定
对标对表，加强对重点任务、专项工作

的协调调度，持续跟进巡视整改监督，
完善“三不”一体推进机制，锲而不舍
从严纠治“四风”，深入整治群众反映
强烈突出问题，大力促进各类监督贯
通融合，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保质
保量全面按期完成。要强化组织保
障，抓紧建立健全推进纪检监察重点
工作、专项工作落实的责任机制、协作
机制、评价机制、奖惩机制，全力推进
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
设生态型、国际化、世界级休闲度假旅
游目的地城市提供坚强保障，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叶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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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村（社区）“两委”换届督查调研组来黄调研
本报讯 11 月 8 日至 10 日，省纪

委监委驻省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
戴卫义率省督查调研组来黄开展村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督查调研，主
持召开座谈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张明出席座谈会并陪同调研。

省督查调研组对我市村（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进展表示肯定。就做
好下步工作，戴卫义要求，各地各部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
要讲话精神，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
穿始终，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带头作
用，切实为群众掌好权、把好关、选好

人；要聚焦选优配强班子持续发力，推
动早选早育，把好审核关；要对问题隐
患紧盯不放，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
向，及时发现换届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做到早发现早解决；要继续保持高压
态势正风肃纪，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
坚持严查严办、快查快结；要推动工作
衔接紧紧跟上，依法依规有力有序，全
程高标准、全面高质量完成村（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
省督查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屯溪

区、徽州区、祁门县开展随机督查调
研。 ·汪 悦·

三角梅俏销市场

11 月 9 日，在徽州区潜口镇澄塘村
三角梅基地，顾客在挑选购买三角梅盆
景。

该三角梅基地目前共培育大盆三角
梅 600 株，小盆三角梅 1.2 万株，有 170 余
个品种。基地一年四季鲜花盛开，吸引
许多市民前往观赏、购买。

方利荣/摄

《黄山市松材线虫病防治条例》解读

《黄山市松材线虫病防治
条例》相对《安徽省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条例》而言，有什么
特点？

（一）防治责任主体更加明确
1.防 治 主 体 职 责（第 五 条 、第 六

条）。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实行林长
制。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领导全市松
材线虫病防治工作，设立松材线虫病防
治指挥机构，协调跨县级行政区域松材
线虫病疫情处置、联防联治，保障松材
线虫病防治。

2.主管部门职责（第七条）。县级以
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含黄山风景区管
委会、黄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园林主管
部门）负责下列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
①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松材线虫病防治
工作；②负责疫情监测和专项普查方案
的实施，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林
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监测普查情况；③
制订松材线虫病防治应急预案，报本级
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
储备防治物资，组建应急队伍，开展防
治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④建立健全松
材线虫病监测预警体系，加强松材线虫
病防治基础设施建设；⑤根据监测普查
结果，编制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方案，
并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防治指挥
机构批准后组织实施；⑥落实防治指挥
机构部署，开展松科植物及其制品检疫
检查；⑦负责社会化防治组织的监管和
业务指导。

3.相关部门及单位职责（第八条、第

九条、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各有关部门和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
做好松材线虫病防治相关工作。林业、
科技等部门应当支持松材线虫病防治
科学研究，鼓励推广、应用松材线虫病
防治先进实用技术。林业、教育、文化、
广电等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向社会
宣传普及松材线虫病防治知识，增强公
众预防松材线虫病的意识和能力。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应当按照各
自职责，组织开展松材线虫病防治相关
工作。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经济开发区、森林公园管理机构、
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以及其他企事
业单位负责其管理范围内枯死松树的
调查、清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辖
区内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枯死松树的调
查、清理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予
以协助。

（二）防治经费有效保障
《条例》规定了松材线虫病防治资

金的保障渠道，在《条例》第五条第二款
规定了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领导全市
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设立松材线虫病
防治专项资金，协调跨县级行政区域松
材线虫病疫情处置、联防联治，保障松
材线虫病防治。专项资金的使用办法
由市人民政府制定。《条例》第六条第一
款第 5项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松
材线虫病防治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
预算。

（三）扩大重点预防区范围，实行最
严厉的预防措施

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扩大重点预
防区范围，将黄山风景区缓冲区（八镇

一场）划入重点预防区范围，是确保黄
山风景区松林安全的需要，同时齐云山
风景区、省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也都是以松林为
主的森林景观。扩大划定重点预防区
范围是出于对我市松材线虫病防控形
势变化而考虑的，因为对重点预防区要
采取特殊的措施，尽管可能对途经重点
预防区松科植物及其制品流通产生一
定程度影响，但权衡利弊，扩大重点预
防区范围和数量更为重要。

黄山市现有 204 万亩松林，松木原
材料基本能满足本地相关项目建设、
企业加工原材料的需求。但随着形势
变化，由于市外松木有一定的材质、价
格的优势，一些项目业主和加工企业
为了降低成本，追求经济利益，要求从
市外调入松木进行加工。作为松材线
虫病预防区，应当控制松科植物及其
制品调入，其一，实行“预防为主”的原
则，也是国内外对重大疫情采取的通
行做法。多年来，我市的防控实践表
明，这是阻止松材线虫病传播蔓延行
之有效的关键措施之一。其二，我市
境内加工、运输和使用松木的单位和
个人数量多，涉木加工企业就有 600 多
家。若有个别企业的防范意识不强，
就有可能调入携带有松材线虫或松褐
天 牛 的 松 木 ，将 造 成 难 以 挽 回 的 悲
剧。其三，现行的疫区管理办法、疫区
公 布 的 滞 后 以 及 境 外 疫 情 信 息 不 畅
等，因此，如不加以控制，从市外调入
的松科植物及其制品将存在很大的风
险和隐患。

1.扩大范围、增加数量（第六条第一

款）。市、县（区）人民政府应根据松材
线虫病防控需要划定并公布重点预防
区。

2.实行最严厉的检疫措施（第十四
条第二、三、四款）。禁止将松科植物及
其制品调入重点预防区。禁止在每年
的 4月 1日至 10月 31日期间，将松科植
物及其制品运经重点预防区。禁止任
何单位和个人在重点预防区内非法加
工、经营松科植物及其制品。

（四）从严控制松科植物及其制品
调运、使用

1.事前报批（第十五条）。任何单位
和个人因建设需要调入松科植物及其
制品的，调入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县级
以上林检机构申报，经审查后，提出检
疫管理意见，向调出地森防检疫机构提
出《检疫要求书》。

2.凭证运输（第十六条）。公路、铁
路、水运、邮政、民航和其他从事运输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的规定。凭《植物检疫证书》
办理承运或者邮寄手续，无《植物检疫
证书》或者货证不符的，不得运递。

3.事前告知（第十七条）。公共资源
交易项目涉及木质制品以及木制包装
材料的，项目采购单位应当将本条例规
定列入招标文件、采购合同。

（五）规范病死松树清理除害
按照防治方案和技术规程清理除

害（第十二条）。对因松材线虫病致死
的松树清理及其剩余物处置，应当在县
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下，按
照松材线虫病防治方案和防治技术规
程的要求进行统一处理。任何单位或
个人不得擅自捡拾、挖掘、采伐病死松
树及其剩余物。

凤霞村：道德评议会助力乡风文明

本报讯 开展移风易俗，倡导
乡风文明，是摒弃陋俗陈规的重要
手段。屯溪区黎阳镇凤霞村通过开
展道德评议会，让干部群众紧紧联
系在一起，共同热议村里的新变化、
好榜样，弘扬正能量，传递新风尚。

11月 10日上午，在黎阳镇凤霞
村，一场道德评议会正在该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火热进行。会上，村干
部、村民代表踊跃发言，各抒己见，畅
谈身边优秀榜样和好人好事，学习
他们感悟孝老爱亲、勤奋自强、甘于
奉献等优良美德。道德评议会为村
民提供了诉求窗口，解决了实际问

题，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村民谢兰芳是个热心肠，经常参

加村里组织的各项活动，“村‘两委’
叫我们来评议，大家都很积极，热情
很高。”在她看来，道德评议会拉近
了乡邻之间的距离，传递了正能量。

“村里通过每季度道德评议开
展十星级文明户、最美庭院、好媳
妇、身边好人等评选，组织村民评议
身边好人好事和不文明现象，对下
一步文明乡风建设工作的开展建言
献策、提出宝贵意见。”凤霞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建军表示，道
德评议会加强了村民的道德建设，
涵养了文明乡风，树立了尊老爱幼、
邻里团结、爱护卫生等良好风尚，让
村风民风有了明显提升。

·冯 劼·

仙源镇：新建农贸市场获群众点赞
本报讯 经过百日试运行，黄

山区仙源镇老街农贸市场正式交付
使用。每天早晨，市场内人群熙攘，
购销两旺。

仙源老街是个老城区，人流集
聚，长期以来菜农、商贩基本上就在
老街两侧卖菜，给街道管理带来挑
战。为改变这种现象，同时给生产
者、消费者提供合适的场地，今年 4
月，龙山村把新建老街农贸市场作
为为民办实事来落实。争取综改资
金 60万元，在老街中心东侧新建一
处占地面积 8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500平方米的新农贸市场，让沿街经
营商贩进场经营。7 月中旬新农贸
市场建成试运行，镇村两级通过向
沿街商铺发放一封信、试运营期内
免收摊位费等方式，引导菜农进入
农贸市场经营，沿街摆摊现象得到
根治，农贸市场也渐渐从备受冷落
到繁华起来。每天除固定 20多摊位
外，还有许多自产自销的菜农进场销
售新鲜蔬菜。镇农技站还对进场蔬
菜进行农残检测，确保消费者“舌尖
上的安全”。村民纷纷点赞，这件为
民实事办得好。·孙国钧 秦悦·

（上接第一版）除了大力引进高端人才
外，徽州区围绕龙头企业、重大项目，
持续扩大产业链和靶向招商，助力重
点项目早落地、早投产。近日，在中茶
谢裕大茶产业园，两条茶叶自动化精
制流水线和茶叶自动化分装流水线高
端生产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到位，预计
11 月底可正式投产。据了解，中茶谢

裕大茶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1 亿元，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国名优茶加工基
地、营销中心，年可加工各类名优茶产
品 750 吨，预计实现年产值 1.5 亿元、
税收 750万元。1-9月，全区新引进项
目 39 个，其中亿元项目 12 个，到位资
金 35.5 亿元，完成目标任务 104.4%，
同比增长 19.6%。·江大俊 闫艳·

徽州区:“双招双引”两翼齐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