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许晟报道 日前，
省文明办、省住建厅、省文旅厅联合发
文，在全省开展“席地而坐”城市客厅
示范区域创建活动。记者从市住建局
获悉，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打造“席地
而坐”城市会客厅，形成屯溪区南滨江
公园、云海法治广场、皇冠假日、徽骆
驼广场，黄山区浦溪河游客中心、日月
广场，歙县府衙广场、张曙音乐广场，
休宁县状元广场、东湖口袋公园等一
批“徽客厅”，达到客厅级城市公共空
间标准。

水清岸美的新安江畔，屯溪区南
滨江公园空气清新如洗、风景如诗如
画，吸引广大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
游园绿道，干净整洁，本色尽显，不见
垃圾。往东，黄山昱城皇冠假日酒店
前，碧草如茵，花木繁茂，生气盎然。
往西，云海法治广场上，地砖齐整，设
施完好，不见杂物。在这个近乎原生
态的“徽客厅”，不时有游人随性席地

而坐，尽情享受秋日的惬意。
今年以来，我市以“暖民心行动”

为契机，以创建全域全国文明城市为
抓手，全面实施打造“全国最干净城
市”三年行动。将利用 3 年时间，深入
推进 9 类、28 项“全国最干净城市”行
动，持续开展“最干净指数”测评，打造

“全国最干净城市”。力争到 2024 年，
全域巩固提升干净指数标准，形成可
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最干净城市”
黄山标准和长效管理体系。

作为打造“全国最干净城市”三年
行动重要内容之一，我市各地扎实推
进“公共空间洁净行动”，按照“城市客
厅”示范区创建要求，积极打造席地而
坐“徽客厅”示范区，提高重点单位、重
点区域、重点园区保洁水平，实现公共
区域卫生无死角、城市家具无污渍、水
体清澈无垃圾、道路保洁见本色、绿化
绿地见景观，为市民群众提供城市“客
厅级”公共环境。

其中，屯溪区锚定“席地而坐”标
准 ，聚 焦“ 国 际 屯 溪 ，冰 清 昱 洁 ”目
标，落实落细市委、市政府关于打造

“全国最干净城市”的决策部署，坚持
以高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标准的要
求，先行打造屯溪老街、黎阳 in 巷、世
纪广场、林廊清影、横江公园、南滨江
景观带等城市“徽客厅”示范区，通过
示 范 区 先 行 先 试 带 动 全 域 整 体 提
升 ，实 现 城 市“ 席 地 而 坐 ”客 厅 级 服
务。

记者另从市住建局了解到，自全
面启动打造“全国最干净城市”三年行
动以来，我市各地常态化开展全域深
度保洁，将打造“全国最干净城市”工
作与全域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乡村振兴结对帮
扶等工作有机结合，倾力以“绣花功
夫”打造显示度高、辨识度强，可观可
感、群众认可的“全国最干净城市”，取
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

该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各地积极
推进城市主次干道、商业大街、人行道
深度保洁，采用“5G+远程监管”新技
术，让“犁式”深度清扫、“麦浪式”人机
保洁成为新常态；实施“微改造、精提
升”行动，谋划 436 个微改造、精提升
项目点，以“最小的干预”为城市更新
添绿增彩。同时设置“不干净”问题
12319 投诉热线，定期开展干净指数
测评并通报测评结果。

目前，黄山风景区“南门八景”已
完成改造，基本达到最干净景区标准；
黟县西递景区、休宁县齐云山景区已
达到“席地而坐”标准；对照《黄山市干
净城市测评细则》，黄山区太平湖、翡
翠谷景区已基本达标。全市建成区主
次 干 道 保 洁 水 平 基 本 达 到“ 路 见 本
色”。徽州区打造以“童趣虹光”“艺蔬
临河”“绿野仙踪西溪南”为代表的“最
干净乡村”，乡村环境卫生进一步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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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面向优质个人客户提供资金支持，纯信用、

无抵押，手机操作，随借随还，利率最低4.05%，
按天计息！赶快前往建行网点申请吧！

建行“建易贷”，“贷”来美好生活！

在黄山区东北部与宣城市泾县交
界的群山之中，坐落着一个名为樵山的
村落，这里平均海拔 500 多米，与外界
维系曾只有一条崎岖险峻的山道，是典
型的高寒偏远山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樵山村是
泾旌太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更是中共
皖南山地中心县委和中共皖南地委机关
常驻地，曾在这里发生的樵山保卫战为皖
南游击战争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这里也曾是省级贫困村。2014 年
全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79 户 176 人，贫

困发生率 14.07%。
近年来，樵山村全力改善交通状

况、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创新旅游资源
开发，不断焕新或改变着这些固有标
签。2017 年实现脱贫，2020 年被列为
省级美丽乡村建设中心村，2021 年农
民人均纯收入 2.3 万元、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 24.12 万元……在务实笃行的奋进
之路上，樵山村一步一步看到了乡村振
兴的“曙光”。

十几年前，樵山村与外界联系只靠
一条崎岖险峻的山道，外面的客商进不
来，村里的农产品出不去，这只“拦路

虎”让樵山越来越闭塞落后，2014 年，
这里被列为省级贫困村。

突破发展限制，刻不容缓。
区、乡、村三级合力，2018 年争取

项目资金 160 余万元，对樵山公路实施
全 线 安 保 工 程 ，提 高 公 路 安 全 等 级 ，
2019 年又争取到投资 1000 万元的公路
扩面延伸工程项目，完成进村道路拓宽
并浇筑沥青，此后陆续修建桥梁 9 座、
涵洞 30 余处，配套修建香榧林区道路
2.5 公里，增设错车道 17 处，属于樵山
村的“幸福路”开始铺就。

路通了，农产品的销路也打开了，茶
叶、香榧、檀皮等樵山村特产成了市场

“抢手货”，有力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看到“曙光”的原樵山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队长洪璟元决定将这条“幸
福路”延伸至更广的范围。就职三年
来，他争取资金 44 万元，完成 5 个村民
组新建自来水项目，铺设管网 6000 余
米；争取扶贫专项资金 45 万元，修建生
产性道路 3650 米，完成 8 个村民组电网
改造……省第八批乡村振兴工作队驻
村后，接过“接力棒”。2021 年以来，村
里实施移民项目余项茶园道路硬化 1.3
公里，安装路灯 30 盏，全村改厕 209 户，
完成 13 个村民组、13 个自然村饮用水
改造修复，解决了 300 多户 1000 余人的
生产生活用水条件……

乡村振兴，樵山村的底气足了。

山高岭峻，终年云雾缭绕、温湿凉
爽的气候环境让樵山村成为全国第二
大天然香榧林所在地。

然而，野生香榧树所产的香榧产量
低、口感硬，市场并不认可。2002 年，
樵山村从浙江诸暨引进“细榧”，改良品
种，由此樵山香榧无论品质还是产量都
得到了大幅提升。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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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在合肥举办的第
八届安徽省“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展中，黄
山开放大学参赛的两个项目《三
新引领 三色发展——老字号
呈坎罗氏毛豆腐的成金之道》和

《云里屋里——徽派非遗传统民
宿修缮传承与创新的引领者》，
双双荣获第八届安徽省“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职教
赛道——创业组金奖并晋级国
赛。 ·程 艳·

为进一步加强非遗保护传承，促进就业增收，巩固脱贫
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下发通知，认定
36 家单位为省级非遗工坊，我市 3 家单位榜上有名，分别为
黄山徽州竹艺轩雕刻有限公司（徽州三雕—木雕、徽州竹
雕）、黄山佳龙绿色食品有限公司（五城豆腐干制作技艺）、祁
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祁门红茶制作技艺）。 ·李 军·

我市 3 家单位被认定为省级非遗工坊 黄山开放大学两创业项目省赛获金奖

携黄山元素强势来袭
电视剧《大考》昨开播

黄山区新明乡樵山村：

曙光在山林间跳跃
□ 本报记者 李晓洁 叶有辉

本报讯 记者刘晨报道 执笔为
剑，奔赴向前直迎大考；乘风破浪，共同
唱响青春赞歌。9 月 21 日，由国家广电
总局策划并组织指导创作的重点献礼
剧电视剧《大考》，携满满黄山元素强势
登陆央视一套、上海东方卫视及浙江卫
视黄金时段，并同步在爱奇艺、腾讯视
频、优酷、芒果 TV 四平台网播。

高考是一场迎接青春的厚积薄发，
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成长较量，是不同时
代人们的共同记忆。电视剧《大考》聚
焦“高考”主题，将镜头对准我市歙县，
以“一城、两校和几户典型家庭”为切入
口 ，讲 述 了“ 生 于 非 典、考 于 新 冠 ”的
2020 届高考生的故事。该剧由爱奇艺
出品，爱奇艺公司副总裁冯微微担任制
片人，著名导演沈严执导，汇集了陈宝
国、王千源、李庚希、胡先煦、颜丙燕、荣
梓杉等老中青三代演员。

4 月 15 日，电视剧《大考》在素有
“东南邹鲁、徽商故里”之称的歙县开机，

6月 18日正式杀青。事实上，早自 1月份
起，剧组就在歙县教育部门协助陪同下，
走遍了歙县大大小小的古村落，找寻最

“原汁原味”的取景地。拍摄期间，黄山
市还成立工作专班，全程跟踪服务、协调
保障，在场地协调、人员调配、场景融合、
疫情防控等方面全力配合剧组拍摄工
作，累计协调单位 100 多家，协调山岳
救援队、歙县中学、歙县二中、黄山学院
等近 6000 人参与摄制，在全剧 70 多次
实景拍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个月时间，该剧辗转歙县、屯溪
区、徽州区等地取景拍摄，还原了 2020
年黄山市歙县应对疫情、洪灾高考顺利
延考的“大考”情境和真实事迹，彰显了
社会各界和黄山教育系统勠力同心防
疫抗灾护考的坚韧斗志，展现了黄山青
年学生克服困难、积极乐观、昂扬向上
的精神风貌。与此同时，黄山美景、徽
州元素也“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剧中。9
月 15 日发布的首支预告片中，歙县徽
州府衙、河西桥、练江已率先亮相。据
了解，随着电视剧的播出，粉墙黛瓦间
的日出日落，徽州古城的大小街巷，歙
县杞梓里镇坡山村、溪头镇考坑村等徽
州古村落韵味独特的迷人风貌也将一
一揭开面纱。

以“绣花功夫”打造“全国最干净城市”

我市建成一批“席地而坐”城市“徽客厅”

（文见三版）

习近平对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认真总结运用改革成功经验
奋力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

习近平向 2022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致贺信
（文见三版）

图为央视图为央视《《大考大考》》海报海报

9 月 21 日，歙县科商经信局、歙县妇
联在县皖嫂技能培训学校举办“放心家
政”回炉培训班，现场“整理收纳”实操培
训等新课程吸引百名妇女参训。

本期回炉培训对象是参加过家政技
能培训的妇女、在岗家政人员、有意愿从
事家政行业的妇女，3 天课程重点提升
参训者的面点制作、整理收纳、小儿推拿
等技能。据悉，这是歙县落实省委省政
府“暖民心，放心家政”行动之一，突出家
政服务“提质扩容”主线，9 月底前将对
400名妇女进行培训。 吴建平/摄

放心家政暖民心
技能培训长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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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少花钱 商家多赚钱

黄山金秋数字消费季“红包码”来了
本报讯 为提振消费信心，助力商

家经营，带动消费持续升温，9 月 20 日，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市将在前期发
放“皖美消费、乐购黄山”汽车家电消费
券和多轮市本级“品质生活·徽动消费”
餐饮零售消费券的基础上，再次联合支
付宝于 9 月 23 日起举办“黄山金秋数字
消费季”活动，以“红包码”形式为商家
和消费者准备更多消费补贴和激励。

据悉，“红包码”是支付宝推出的助

力黄山商家营销的一款数字化工具，红
包总金额达到百万级。商家只需打开
支付宝 APP 搜索“赚钱红包”，即可申
请一张属于自己的红包码。本次“黄
山金秋数字消费季”活动将持续到 10
月 8 日，活动期间的红包额度较以往
将有所加大。而顾客用掉了红包后，
商家就能收到一份奖励，真正做到“顾
客少花钱，商家多赚钱”。

·汪悦 卫捷·

本报讯 记者胡利龙报道 9 月
21 日 ，省 委 统 战 工 作 会 议 在 合 肥 召
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
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齐心协
力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

市委书记凌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肖
善武，市政协主席路海燕，市领导张明、张
伟、伍春宏等在我市视频分会场出席。

全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
思想，是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史的智
慧结晶，为推动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发
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落实，以深学笃行的实际
行动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

“两个维护”，持续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
统一战线。

会议强调，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
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新征程上统
一战线作用更加重要，统战工作任务更
加艰巨繁重。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着
力重点，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
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扎实推进新时代
全省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持续深化民主党派政治交

接，大力支持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
监督、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推动新时代
多党合作更加规范有序、生动活泼。要
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统战工作，扎实推进有关联谊组织、
服务团、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强化政治
引领、价值观引领、事业引领，最大限度
地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要加强民
营经济统战工作，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
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民
营企业聚焦实业、做精主业，推动民营
经济发展提质扩量增效。要聚焦争取
人心推进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和侨务
工作，促进与港澳台地区经贸文化交流
合作，不断发展壮大海外友我力量。要
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壮大主流思想舆
论，提高网络统战工作能力。要树牢底
线思维，健全完善机制，防范化解统一
战线领域风险隐患。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
主体责任，巩固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统
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
大统战工作格局，各级统战部门和统战
队伍要善于把方针政策的原则性和对
策举措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努力找到最
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不断开创
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委统战工作会议强调

充分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
齐心协力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