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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红”引领邮政“绿”助力“乡村共富”

本版责任编辑/许晟 E-mail:hsrbzbb@163.com

一份份走出大山的包裹，承载着农村
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近年来，黄山市坚持以党旗“红”引
领邮政“绿”，通过整合邮政电商、金融、
物流等专业优势资源，积极畅通快递出
山“毛细血管”，帮助一个又一个乡村解
决产业发展“物流难”“融资难”“销售
难”，助推乡村振兴、兴农富民。

黄山区甘棠镇兴村，雪梨种植历史
逾百年。但每到盛产期，梨农就为销售
渠道犯愁。

2018 年 8 月，甘棠镇党委负责人主
动上门对接邮政部门，促使黄山邮政与
兴村携手实施精准扶贫“兴村杭青梨”
项目，帮助当地销售杭青梨 600多箱，价
值两万多元。

快递下行，农产品上行。近年来，
我市按党组织牵头、部门协同、企业参
与的思路，整合利用县、乡、村公交及班
线线路资源，逐步建立安全规范、共享

便民的村级快递公共服务体系。目前，
我市邮政建有 5处县级运营中心、21处
镇级运营中心、1000 多个邮乐购站点，
全市行政村覆盖率达 100%；已与三潭
枇杷、石门冬笋、新溪口柑橘、山斗乡红
心猕猴桃等地域特色产业展开寄递业
务合作，月均寄递量超过 2.3万件。

靠山吃山，对休宁县流口镇右龙村
村民张享利来说，茶叶收入是家庭主要
经济来源，但茶叶怎么销、往哪销却成为
困扰他的一大难题。依托邮政推出的

“驿路鲜·黄山茶语”项目，张享利有了稳
定的茶叶销售渠道，受益增收明显。

“黄山茶语”项目通过茶业龙头企业
精准对接贫困户，让黄山茶通过邮政遍
布全省邮政网点，服务全国的线上平台
等渠道。2019年以来，依托自有线上电
商平台及线下网点，黄山邮政畅通寄递
渠道，帮助销售黄山茶叶、贡菊、臭鳜鱼
等农产品超 8000万元，带动 5000余户贫
困人口受益增收。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离 不 开 金 融
“活水”。

歙县金川乡伏黄村，村民洪玉志的

山核桃种植基地内，嫩黄的山核桃挂满
枝头，丰收的喜悦写在他的脸上。“最初
我的山核桃基地只有 7 亩，想要扩大产
能，但是苦于没有资金。”洪玉志说。凭
着 AAA 级信用户的身份，洪玉志通过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服务平台，在邮储
银行顺利贷得 50万元信用贷款。

山核桃的经营开始蒸蒸日上。如
今，洪玉志的山核桃基地从最初的 7 亩
扩充到 52 亩，年产量提高至 2 万余公
斤，年收入达 16万元。

为了履行好企业普惠金融责任担
当 ，通 过 开 展“ 亿 元 贷 款 助 力 家 庭 农
场”“徽姑娘创业金融服务”“培育农村
产业带头人”“乡村振兴卡启动会”等活
动，黄山邮政有效解决了农村新型经营
主体担保难、融资难问题。2020年末黄
山邮储银行涉农贷款余额达 15.75亿元，
年增长 20%以上。今年来，发放乡村振
兴卡 2687张，授信 479户，发放贷款 706
笔，金额 1154万元。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今年来，黄山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

“千名干部下乡助力乡村振兴”工程，邮

政部门积极响应，首批选派 31名市场专
员下沉到乡村，开展普惠金融宣传，助
力农产品销售，提供农产品寄递和物流
业务，并收集区域乡村振兴的难点和痛
点，针对个性化需求，定制一体化的邮
政服务方案。

下沉乡村末端，效果几何，案例来
说话。

黄山区新华乡盛产竹笋，全乡笋竹
产业正处于“爬坡”发展阶段。邮政市
场专员韩佳佳下沉新华乡后，牵线引荐
新华湖畔笋业参加 2021 年邮政“919 电
商节”活动，并通过邮乐网、邮乐直播等
平台帮助其推广销售 1 万余单，销售额
20 余万元。为更好服务新华乡笋竹产
业 O2O体验中心快递物流，韩佳佳积极
对接区公司寄递事业部，同时配合供应
商的发货时间调整邮运班次时间、增加
邮路段道，将更多的笋竹农产品从 O2O
体验中心直通县级运营中心，缩短了配
送时长，提升了配送效率。

一个个助农惠农的“小故事”，折射
的是党建引领下邮政资源服务乡村振
兴的“大文章”。在党建与邮政的牵手
下，乡村振兴、兴农富民的画卷正在黄
山大地上徐徐展开……

·李晓洁·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月潭湖旅游
区建设进一步提速，一期基础设施收
尾和新建项目施工，游客集散中心、码
头及航道、道路、供水管网建设均已完
成，净水厂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新
建畔月谷研学项目主体基本完成，缓
冲带湿地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11 月 12 日，月潭湖静如处子，两
岸青山逶迤，湖水曲折蜿蜒，在秋阳下
波光粼粼。四艘游船泊于码头，崭新
的褐色登船步道在岸边延伸。

月潭湖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月潭湖旅游区位于休宁县，
地处新安江主源率水河中游，依托建
设中的月潭水库工程，沿多条重要道
路向外围拓展，形成月潭湖旅游发展
核心区域，规划面积 114.21 平方公里

（水域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通航航道
约 21 公里），涉及月潭湖镇、海阳镇、
溪口镇三个镇，按保护第一、适度开发

及多规合一、统筹发展原则，综合开发
月潭水库形成的水域及陆域范围资
源，打造以绿色生态、健康养生、休闲
度假为特色的月潭湖国际旅游区，创
新开拓旅游+库区移民的生态文明建
设模式，实现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有机
统一，“我们目前确定在空间上总体呈
现‘112765’结构，即一个景观带、一个
服务基地、两个游客集散中心、七大主
题功能区、六条游赏环线、五个游客服
务点，旅游区内初步安排旅游服务、风
景游赏、景观提升三大类 30多个建设
项目。”

在月潭湖旅游区阳干游客集散中
心，一块块宣传展板引游人驻足。“观
光旅游、研学营地、生态农业、康养度
假、温泉酒店、精品民宿、水上运动，业
态真丰富。”游客曹先生感言，让绿水
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月潭湖是有益
尝试，前景可期。 ·黎小强 冯劼·

月潭湖旅游区“已露尖尖角”

柿乡丰收引客来

11 月 13 日 ，黄 山 有 名 的“ 柿 子
村”——歙县上丰乡姬公尖（姬川村），家
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和坡地上挂着黄澄澄
的柿子。农民抢收柿子，拍客、游客深度
体验，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呈现一幅丰收
的美丽乡村图景。

樊成柱/摄

本报讯 “我们努力打造放心消费
示范企业，赢得良好口碑，在徽州区宴
席市场拔得头筹。”黄山金玉满堂酒店
有限公司负责人冯定勇自信满满。

酒店前台，市、区消协颁授的“放心
消费示范单位”牌匾挂于墙上；大厅正
中柱子上，“中国徽菜名店”“4D 食品安
全现场管理示范标杆企业”等殊誉琳琅
满目；大厅一侧墙上设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监管信息公示栏，显示上年度综合等
级为 A 级（优秀），食品安全承诺书、监
管信息公示等一一展示。翻开一张徽
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7 月 20 日日常检
查记录表，显示检查内容 67 项，检查结
果“符合”，处理结果“通过”，并有检查
人员及企业法人授权人签名。

冯定勇介绍，目前，公司有 4家餐饮
店，包括徽州区 3家、歙县 1家。企业欲
可持续发展，放心消费是前提。为此，
他们从 2018年开始实施明厨亮灶工程，
操作间安装摄像头，大厅设显示屏，客
人能清晰查看菜品加工全流程，酒店管

理者据此有效监管。酒店还推行 4D 管
理，涉及整理、责任、培训、执行。“所有
物品要整理到位，划定标线，在规定位
置摆放，这样经常整理，能及时清除卫
生死角，食材先进先出，保持新鲜。对
食 品 安 全 ，我 们 划 分 网 格 ，确 定 责 任
人。为提升员工素质，酒店不间断检查
食品安全，以会代训，发现问题迅速提
醒并整改。”他一边说一边打开 4D 内部
管理群，各区域物品规范整理图片悉数
上传，“通过这个平台，我们管理更到
位。”

冯 定 勇 穿 上 厨 师 工 作 服 ，走 进 后

厨。墙上，4D 管理注意事项引人注目：
第一整理到位要做好，空间活用全靠
善用脑；第二物品管理要做好，分类存
储不乱半分毫……厨师长打开冰柜，荤
素食材分类存放，冯定勇细细叮嘱。在
食材仓库，他一再交代，要把好进货质
量关。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食品安全规
定落实落细，酒店声誉日隆。一次，一
对新人选婚宴举办地，看过可视化厨
房、现场管理等，对“金玉满堂”的消费
环境十分满意，当即预定 20多桌。酒店
的农家猪血汤颇为鲜美，客人常点，问
秘 笈 ，原 是 每 早 从 农 家 购 进 ，确 保 新
鲜。“有一次，客人点菜，10 人，点了 12
个菜，还要点。我提醒适量就好，客人
觉得为他们着想，非常感激。我们还主
动提供打包服务，贴心，暖心。”酒店营
销部经理王燕笑言。

·黎小强·

宾客放心消费 声名“金玉满堂”

突破物流瓶颈，畅通寄递拓渠道

秋日晨曦中的歙县徽州府衙，古朴
典雅，气势雄正。

府衙内，保存有明正德元年《徽郡
太守何君德政碑记》。何君名歆，明弘
治年间任徽州知府。他倡导和积极推
广建筑山墙设置封火墙，形成徽州传统
建筑形象的符号——屏风墙。

2009年，参照明正统十年至弘治十
六年的建筑规制，徽州府衙修复工程启
动。古建园林专家程极悦对防火、防
潮 、防 雷 、防 虫 等 提 出 严 格 的 技 术 要

求。作为徽州府衙修复工程设计施工
组副组长、总设计师，他带领团队认真
调研，汲取古代工匠的智慧，精心制定
防灾抗灾设计方案。针对木构架房屋
防火，他们按照防火规范要求，完善消
防设计，配备防火设施，并结合建筑、园
林设计，设置水池，对木构件提出使用
防火涂料的设计要求。

承宣坊是徽州府衙建筑群空间的第
一道门，为四柱三门三楼檐楼式牌坊。
承宣坊柱为石构，檐楼为木构，木石组合
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形制与防灾的矛盾。
程极悦及其设计团队受当地祠堂木石组
合廊柱的启发，探索设计石木组合牌
坊。他们对木石结构采用钢栽销、钢板
箍、锚栓、钢板连接件等措施加强节点安
全，同时，采用灯笼榫传统榫卯结构加强
木构的整体性，并用铁挺钩拉结檐楼抗

风压，以增加整体稳定性。
历时 4 年精心设计、施工，2012 年

徽州府衙对外开放，再现了明弘治《徽州
府志》所载“规模宏敞，面势雄正，聿成伟
观”的旧貌。2015 年初，徽州府衙修复
工程荣获全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的最高
荣誉——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填补了
黄山市“鲁班奖”的历史空白。

1989 年 9 月，德国法兰克福市，由
程极悦主持建设的春华园正式落成，徽
州传统园林的水榭亭廊、石坊小桥、三
雕联匾、假山嘉木，令当地市民和海外
华侨耳目一新。2007 年 8 月，程极悦再
次应邀主持春华园景观提升和修缮维
护。施工团队将园中主体建筑清心榭
及水香廊等园林建筑落架大修，完善屋
面防水设计，对木构进行防腐处理。经
过近半年努力，春华园重现昔日风采。

程极悦认为，在建筑修缮中必须要
考虑防灾抗灾问题，在坚持不改变徽州
传统建筑“原形制、原材料、原技术、原
工艺”的前提下，将结构安全、抗震、防
火、防潮等防灾抗灾措施列为建筑修缮
重要内容同步设计，同步实施。

在他看来，徽州传统建筑防灾抗灾
并不仅仅考虑单体建筑自身，更应当充
分考虑到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必须
在建筑群的整体规划中为抗震、防火、
防洪等自然灾害作出预判。要定期维
护和修复建筑，通过现代科技更好地解
决传统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保护和利
用传统建筑。

程极悦认为，徽州传统建筑是我国
重要的建筑流派，是徽州历史文化的重
要载体，是徽州人同生产生活实践相结
合、同自然地理环境相协调、同徽州文化
相包容的防灾抗灾智慧的外在体现。“古
人在建筑减灾抗灾方面的智慧让今人
受益匪浅，我们要在总结继承的基础上
发扬创新。”他希望一代代徽州古建人
才赓续血脉，总结好徽州传统建筑营造
经验，探寻继承徽州传统建筑抗灾减灾
密码。 ·汪 悦·

徽州传统建筑的防灾抗灾密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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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消费在黄山

11 月 13 日，歙县霞坑镇文化站联合黄山百悦传媒有限公司举办广场舞培训
班，将文化艺术送到基层百姓身边，有效提高了基层文艺爱好者的整体素质和表
演水平，让百姓感受到了文化惠民工程的温暖，提升了农村文化品位，丰富了群
众业余文化生活。 洪 扬/摄

深化金融服务深化金融服务，，创新产品助振兴创新产品助振兴 下沉乡村末端下沉乡村末端，，市场专员显身手市场专员显身手

本报讯 11月 12日，记者从市农
业农村局获悉，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
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决策部署，坚持把“双
招双引”作为推动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打
造乡村振兴新典范的重要抓手，深入研
究谋划，强化协调推进。截至目前，省

“双招双引”综合调度管理平台中，我
市绿色食品产业录入项目 26个，总投资
48.86亿元，其中已签约项目 15个 24.36
亿元，正在洽谈项目 11个 24.5亿元。

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坚持“双招双
引”工作上下一盘棋思想，全面梳理我
市资源禀赋、产业现状和招引政策，结
合“六业千亿”计划实施，聚焦“三农”，
突出短板和重点领域，制定重点产业
招引企业目录清单、绘制招商地图、编
制项目储备库，将“双招双引”工作与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民增收结
合起来，梳理一批牵引性强、效益好的
重大项目，确保招引工作有目标、有抓
手、有效果。以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方
向和企业需求为导向，梳理、锁定全产
业链重点目标企业 60余家，深化与雨
润、泛亚医药、奈雪的茶等行业头部企
业对接联系。

聚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目
标区域加大宣传推介，充分发挥农交
会、茶博会、渔博会等综合平台作用，
多形式开展“双招双引”对接推介，组
织企业开展招商引资和洽谈签约。

优化驻企服务，充分发挥农业职能
部门作用，帮助涉农企业化解矛盾问
题，促进农业企业健康发展。“四送一
服”联系包保企业 6家，驻企服务选派
干部 12人 18人次，年度走访包保服务
企业 155人次，办结企业诉求 23条。组
织近 300家农业企业参加各类茶博会、
农交会、博览会、展销会等，助力我市绿
色食品产业展示展销及品牌推广。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步，我市绿色食品产业“双招双引”
将结合全市乡村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
计划实施，突出徽茶、徽菊、徽药、林
特、养殖等重点绿色食品产业方向，细
化产业图谱、招商地图和招引清单，从
全产业链发展角度谋深谋细谋实一批
可立项、可落地的重点项目，进一步储
备充实项目库。持续推进“四送一服”
助力产业发展，力争绿色食品产业“双
招双引”工程取得明显成效。·汪 悦·

我市绿色食品产业“双招双引”全面发力

11 月 13 日，由市直机关妇工委主办的市直机关工间操（健身气功·八段锦）
第一期培训班在屯举办，旨在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机关党员干部业
余文化生活，近 50 名机关党员干部报名参加。大家通过认真练习，达到了放松
身心、强身健体的效果。 余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