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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左店乡梁曹村会

议室里一片喜气。该村的贫困

户齐聚一堂，参加“青云志”扶贫

产业园入股分红仪式。此次分

红中，60余户贫困户领到了共计

不低于股金10%的入股分红款，

尝到了产业扶贫带来的甜头。

分红会上，贫困户们积极发

言，共谋产业园发展出路。据

悉，下一步园区将采取“合作社+

企业+贫困户”联合共建模式，引

进安徽美乐健农产品开发公司

帮助农户发展草莓种植，实现线

下采摘游，线上销售忙，提升草

莓效益，增加贫困户收入。“园区

管理采取统一生产计划，统一农

资供应，统一技术标准，统一产

品认证，统一指导服务，统一加

工销售。”公司负责人表示。

“村里建起了扶贫产业园，

我们不仅通过土地流转增加收

入，还可以在园区里务工，在产

业园内种草莓。”贫困户梁兵友

说。去年他就在园区内种了两

个大棚草莓，亩均纯收入 1.5 万

元，村里还奖励他 200 元。“今年

有公司加入，俺们种出的草莓会

销得更快，卖的更好。”

“产业园的日常运行和管理

工作由合作社负责，企业提供销

售渠道、服务、技术等。通过统

一规划、集中管理的模式，确保

产业园正常运作，让红草莓引领

群众致富路。”该乡负责人说。

据了解，梁曹村“青云志”扶

贫产业园由安徽鸿路钢结构有

限公司捐资、市级扶贫产业园项

目帮扶，贫困户以资金或土地入

股，有种植草莓意愿的可以入园

种植，无意愿、无劳动力的也可

以资金入股，参与分红。一期项

目建设面积约 101.5 亩，建设内

容包括钢架大棚65亩，修建道路

及沟渠，整修塘坝及引水渠。可

实现年销售收入 120 万元，直接

带动或间接带动全村 60 余户贫

困户增收。 （杜刚 郭越）

红草莓引领产业扶贫路
近年来，水湖镇以改善环

境质量为核心，以建设美丽家

园为重点，着眼环境质量的改

善和提升，不断加大环境保护

工作力度，强化环境综合整治，

通过落实一系列治理措施，为

打造宜居宜业宜教宜养的精致

县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障。

淘 汰 控 制 燃 煤 锅 炉 。

2016、2017 年水湖镇强力推行

燃煤锅炉淘汰工作，进行全域

无死角的排查摸底漏登漏拆锅

炉，全镇累计淘汰燃煤锅炉 45

台，发放补贴资金 48 万。在后

期监管中，对重点区域、行业、

村（居）采取不定期巡查，发现

一处、整治一处、处罚一处，严

防死灰复燃。

深化施工扬尘治理。水湖

镇严格要求辖区内的所有在建

工地均要落实冲洗、覆盖和围

挡等环保措施，镇环保所、城管

分局采取自查和联合检查的方

式不定时的进行全覆盖检查督

查，对检查督查中凡是未落实

到位的责令工地停工限期整

改，整改不到位坚决不予开工

复产。一批在建项目工地均进

行清洗全覆盖，裸露土壤全覆

盖，有效地降低了施工现场扬

尘污染。

强力推进黄标车淘汰。水

湖镇共有黄标车918辆，在县环

保局、公安局、交通局的大力支

持下，该镇已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完成了登记在册的黄标车

淘汰任务。

加强露天烧烤和餐饮业油

烟治理。水湖镇要求城区内禁

止露天燃煤烧烤，所有经营户

必须在限期内完成整改，逾期

未整改到位的将责令关停并根

据有关规定依法做出处罚。全

年完成整治 84 家，所有餐馆饮

食行业均加装油烟净化器。

重点区域降尘抑尘。水湖

镇采购 3 辆雾炮车和 2 辆洒水

车，并通过服务外包招引专业公

司强化降尘抑尘工作，大大提高

了使用效率和降尘效果，在极端

天气时，扩大降尘范围，增加洒

水频次，延长作业时间，实现空

气质量较往年有较大幅度的改

善，全面完成全年防控目标。

工业企业排放防治结合。

水湖镇加大巡查力度，掌握大

气污染最新动向，并采取定期

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对辖

区的重点厂矿企业的废气排放

情况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

报告，协助主管部门调查取证，

加强整改督查。 （杨维礼）

水湖镇污染防治打出“组合拳”

近年来，双凤开发区划定发

展红线，严守环保底线，筑起高

质量发展的生态屏障。

8月13日，双凤开发区召开

生态环保专题会议，听取1-7月

份环保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安排

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夯实双凤

环保工作的主攻方向、目标任

务、整改措施，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环境支撑。

在“白+黑”中强监管
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今年以来，双凤开发区组织

安全环保、城管、开发部等部门，

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白天巡查建筑工地、施工现场、

混凝土搅拌站、涉表面处理工艺

的企业等，全面落实抑尘措施，

晚上加大对渣土运输车，夜间施

工监管确保降尘力度不减。

今年1-7月份，双凤开发区

pm10、pm2.5 指标分别为 77.1、

40.2ug/m3，同 比 下 降 14.6% 、

28.5%，均优于年度目标值。

在标本兼治中补短板
推进水污染防治

以推进“河长制”工作为抓

手，构建河库管理体制，加强对

板桥河、大房郢水库、滁河干渠

等河库水污染防治。在治标工

作中，完成蒙城北路 1-5 号排

口、梅冲湖周边垃圾清理整治、

滁河干渠沿线污水管网破损维

修及4家石料厂清理整治；开展

板桥河、梅冲湖泄洪渠沿线土地

清表、环巢湖流域综合整治摸底

排查以及园区雨污分流、管网塌

陷整改。组织实施杨大郢泵站

扩容改造。在治本工作中，组织

开展大房郢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拆迁工作；启动了北

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环巢湖

四期工程、双墩镇雨污分流改

造、板桥河生态补水长效机制。

在寸步不让中守底线
推进散乱污企业清理

持续深入开展“散乱污”工

业企业清理整治。成立巡查组，

加大对“散乱污”企业的巡查力

度；联合执法，对“散乱污”企业

开展突击巡查，实施精准执法；

营造舆论宣传，对观望企业形成

强力震慑。开展“两断三清”行

动，即断水断电，清理原材料、清

理设备、清理产品，倒逼“散乱

污”进行整改。强化“回头看”，

及时完善台账，建立“发现一户、

上账一户、整治一户、销号一户”

动态处置机制，长效做好“散乱

污”企业动态监管。通过强化执

法、联合执法等方式检查了园区

企业 180 家，其中因环境违法行

为关停了20家、查封13家，并完

成清理了“散乱污”企业 64 家。

另外，对4家石料厂进行清理整

治。 （潘海青 刘明俊）

在高质量发展中严守环保底线

“您的《健康家庭一卡通》

已经办好了，请您拿好。有了

这个您就可以享受免费孕产期

保健服务、儿童健康体检服务、

预防接种服务等一系列基本公

共卫生、妇幼健康保障民生工程

的服务了。”在吴山镇为民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一边说一边向东

岗村罗女士讲解刚办好的《健

康家庭一卡通》的使用方法。

罗女士今年 31 岁。她说，

2009年生育第一个宝宝的时候

先要在镇里办理计划生育准生

证，等怀了孕之后又要到卫生

院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孩子

出世以后还要再去卫生院办理

儿童预防保健手册，全程下来

要办理三个证件。虽然计生工

作人员为她提供了良好的服

务，但整个办事流程还是太繁

琐，光卫生院就得跑好几趟，当

时觉得生个孩子真是不容易。

近 期 ，罗 女 士 怀 上 了 二

宝。她以为办证还要像上次一

样来回折腾。但居委会的卫计

专干告诉她，现在市里对卫生、

计生多项证件办理进行整合，

以前拟生育需要办理的七个证

件，现在统一合为《合肥市健康

家庭一卡通》，申领过“一卡通”

的居民，即可在辖区妇幼保健

和计划生育服务网点享受生育

登记（审批）、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孕产期保健、0-6岁儿

童保健、避孕药具免费领取等

多项计划生育、妇幼健康服务，

她再也不用向以前一样来回奔

走了。

据悉，《健康家庭一卡通》

是合肥市发挥卫生计生资源整

合优势，打造高效便民服务平

台，全面推行“一次登记，全程

服务”而实行的“多证合一”模

式。实际整合了原来卫生计生

部门7种证件服务，将《生育服

务登记卡》、《生殖健康服务登

记卡》、《孕产妇保健手册》、《儿

童保健手册》、《母子健康手

册》、《儿童预防接种证》《流动

人口婚育证明》进行“多证合

一”，并且可以一次性办结，解

决了育龄群众办证程序繁琐的

问题。

合肥市健康家庭“一卡通”

实现了“多证合一”的服务管理

改革。群众在申请以后，当场

就可以办结领证，受到了广大

育龄妇女的欢迎。吴山镇也将

持续做好宣传推广使用工作，

让更多家庭享受到这项名副其

实的便民服务。

（莫静）

“多证合一”便民利民加速度
吴山镇发出首张《健康家庭一卡通》

在开展脱贫攻坚的道路上，

岗集镇始终注重“精准”二字，今

年以来，该镇张庙社区成功探索

一条土地入股促脱贫的路子。

深入调研确保扶贫对象精

准。社区充分发扬基层民主，让

同组老百姓识别出贫困人口，以

保证贫困户认定的相对公正公

平。通过实际走访，社区两委准

确掌握参加此次土地入股项目

的8户贫困户致贫原因，找准原

因，对症下药。

结合实际确保项目安排精

准。以“企业+农户”模式，促成

合肥永蓝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与8户贫困户的联合。项目实

际征用土地面积为188997㎡（合

283.5 亩），按规定应增补面积

14.18 亩 ，合 计 应 补 偿 面 积

297.68 亩。征用农用地按22960

元/亩标准补偿，本项目总计征

地费用6834733元。根据每户登

记在册的实际信息将资金以打

卡方式支付到户，实现了加入

“土地入股”项目的8户贫困户成

功脱贫。

合理规划实现脱贫致富目

标。加强落实责任人对通过“土

地入股”项目脱贫的人口继续帮

助，只到实现稳定脱贫。同时完

善大病救助和商业保险制度，确

保农户不会因病致贫或重戴“贫

困户”的帽子，帮助他们掌握劳

动技能走上致富的道路，通过学

会创造财富才能摆脱贫困。

（彭露 耿丽明）

岗集镇探索“土地入股”脱贫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