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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县委十届五次全会精神

今年以来，造甲乡把
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
机遇，高标对接长丰县现
代农业310工程，依托集镇
发展规划，不断巩固美丽
乡村建设成果，推进农村
环境“三大革命”，打造“红
色造甲、实力造甲、美丽造
甲、和谐造甲”，全乡呈现
出产业旺盛、环境优美、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
裕的喜人局面。

立足党建引领
红色造甲队伍更强
造甲乡发挥中共合肥

北乡支部纪念馆合肥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合肥市
廉政教育基地功能，接待
省市县、镇村等各级党组
织开展爱国主义与廉政教
育逾万人次。按照“一年
推广打基础、两年深化出成
效、三年全面上台阶”的总
体要求，全面推进基层党组
织标准化建设。“讲忠诚、
严纪律、立政德”专题警示
教育、“书记讲党课”等党
建活动取得有力成效。坚
持正确用人导向，严格村
居“两委”换届纪律，坚持
问题导向，健全惩防体系，
强化正风肃纪，推进改进
作风的常态长效，巩固风
清气正的干事环境。

立足产业脱贫
实力造甲势头更劲
造甲乡聚焦产业扶贫，

大力推进“一村一品、一乡
一业 ”连片发展，每村明
确 1 到 2 个主导产业，与
大型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公
司建立互助机制，安排没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就业
和参加合作社，实现增收
脱贫。此外，还大力发展
稻虾共养扶贫产业，带动
贫困户脱贫致富。小龙
虾、“虾稻米”，倍受消费者
青睐。造甲乡稻虾产业多
次 代 表 长 丰 同 步 受 到
CCTV7、《人民日报》等媒
体报道。尤其是 2018 中
国·长丰第二届龙虾文化
旅游节，丰富了长丰稻虾
产业、稻虾经济、稻虾文化
的内涵与外延，激发了广
大干群以更加宽广的视
野、更加创新的思维、更加
饱满的干劲谋定产业兴
旺、驱动稻虾双轮的昂扬
斗志。

立足环境提升
美丽造甲颜值更靓
造甲乡启动双丰市级

中心村建设和双河省级中
心村规划，开展双丰社区
市级中心村规划建设和双
河村省级中心村规划编制
工作。并结合全县“城乡
环境提升年”活动，进一步
做好农村垃圾治理、垃圾
分类试点工作，继续开展
陈年垃圾清理行动，构建
长效机制。建设垃圾收集
站点 36处，实现垃圾定点
回收全覆盖，新建垃圾中
转站 1座。推进农村污水
处理，新建集镇污水处理

厂 1座。开展第二次全国
污染源普查，小散乱污企
业治理，取缔非法混凝土
搅拌站 2 家，并根据禁养
区、限养区、适养区划分界
限，拆除非法养殖场 4家，
关停 2家。全面实施农村
厕所改造，开工 544户，主
体完工452户。“洁、序、美”
的“升级版”“美丽造甲”跃
然入画。

立足民生需求
和谐造甲认同更高
造甲乡政府始终以实

际行动践行“群众所思所
想所盼”，不断改善基础设
施、加速发展民生事业、持
续做好社会服务，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加快民生工程建设
步伐，先后开工造庞路、造
埠路、环双河景观大道等
畅通工程，共计 30.198 公
里；申报实施一事一议项
目共 13个，美丽集镇建设
项目13个；申请实施宗旱、
陈刘和联合、马塘两处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预计
新增耕地面积约 1002 亩
等。扎实开展综治进万
家、综治大调研、全覆盖式
宣传、治安巡逻等活动，提
高群众对平安造甲建设的
知晓率、参与率，群众安全
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唐世俊 肖宁 崔娜娜）

聚力抓落实 创“四有造甲”
近年来，岗集镇把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带动
农户脱贫有生力量，引导
经营主体通过发展土地入
股或小额扶贫贷款入股，
实现农民变“股民”，“股
民”傍着企业一起致富。

“地给入股企业用，省
事又省心。”岗集镇青峰岭
村方岗组的方礼才去年把
土地流转给安徽星河湾园
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和卧
龙山种植专业合作社，今
年就拿到了 25014元的分
红资金。方礼才是因残致
贫户，他把 41亩土地入股
到企业，自己还在园区打
工，一年也能挣上一万多
元，省去了土地经营繁琐，
自己也当上了产业工人，
一举两得。

今年以来，岗集镇利
用产业脱贫带动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达到 81家，累
计带动贫困户 920 户，贫
困户将自己家土地或者资
金入股到这些经营主体，

一年后享受入股分红。
同时，根据我县今年

的产业奖补政策，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还可以申报带
动贫困户奖补资金，按照
入股分红资金的15%分别
给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 贫 困 户 每 户 资 金 奖
补。截止目前，岗集镇今
年新型经营主体申报带
动贫困户奖补资金高达
125.8万元。全镇 81家农
业新型经营主体，发挥着
引领带动贫困户实现家庭
收入增收的作用，“企业
（合作社）+贫困户”的产
业脱贫模式基本形成。

“小额扶贫贷款入股
经营主体，也为贫困户带
来了‘生机’。”岗集镇扶贫
办主任夏本勇坦言。为了
扩大精准扶贫覆盖面，创
新金融扶贫模式，岗集镇
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依
托，政府担保，贫困户将小
额扶贫贷款入股到经营主
体领取分红。

岗集镇斗镇村建档立
卡户陶余功今年 65岁，年
老体弱，妻子肢体二级残
疾，不能干重活。帮扶责
任人李红上门宣传今年扶
贫小额信贷政策，通过与
陶余功沟通分析，认为“户
贷入社”这种信贷方式比
较适合他家，之后帮扶责
任人帮他联系长丰县科源
银行，贷款了 5 万元入股
到长丰县民丰蔬菜专业合
作社。今年 8 月，陶余功
就拿到了 3000元分红，实
现了收入稳定增长。目
前，长丰县民丰蔬菜专业
合作社以“户贷入社”的方
式与 54 户贫困户签订了
入股协议，不但能享受入
股分红，还能优先安排在
合作社务工就业。

2017 年岗集镇帮助
553户贫困户贷款1711万
元入股企业，获得了97.26
万元的分红，入股分红为
贫困户稳定增收奠定了基
础。 （杜刚 席清如）

岗集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群众增收致富

“入股”享分红 企业助脱贫

10月8日下午，全省森
林草原防火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县政府办有关
负责人、县森林防火指挥
部组成人员等在长丰县分
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会议指出，我省即将全
面进入森林防火期，防火
形势紧迫，各地有关部门
要切实提高站位，强化思

想认识，牢牢绷紧森林防
火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
立足防患于未然，确保森
林防火工作的各项防扑救
措施落实到位，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省
森林资源安全。

会议强调，各地要切
实履职尽责，进一步严格
火源管控，加大隐患排查

力度，发生森林火灾案件
要从重、从严、从快查处；
要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
进一步精准指挥调度，进
一步严明防火纪律，结合
林长制改革，公布重点森林
防火单位和责任人，实行森
林防火重点单位责任人上
岗制度，确保林区防火责
任全面到人。 （何声强）

我县收听收看全省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为切实履行好发挥好
人民政协民主监督职能，
10 月 9 日下午，县政协副
主席甄伟对全县民生工程
实施情况开展专项民主监
督。县政协经济委、科教
文卫委、提案委负责人、部
分县政协委员参加活动。

监督组一行先后来到
义井乡涂拐社区美丽乡村
建设点和吴山镇养老服务
中心、涂郢社区美丽乡村
建设点，实地视察我县民
生工程实施工作情况。

座谈会上，监督组听

取了县财政局关于全县民
生工程发展情况、取得的
成效、存在问题及下一步
工作打算的汇报。会上，
县民政局和有关乡镇联络
组负责人、政协委员进行
了发言和讨论。

甄伟指出，我县民生
工程实施抓得科学、抓得
有力，取得了良好效果。
就下一步如何把31项民生
工程建好、管好、护好、运
营好，他要求，要高度重视
民生工作，扎实实施好各
项民生工程项目；要创新

宣传方式，讲究宣传实效，
分类分层次开展针对性宣
传，不断提高民生工程知
晓度；要抢抓时间，倒排工
期，细化任务，明确责任，
加快实施各项民生工程进
度，保质保量全面完成年
初确定的目标任务；要继
续完善管护机制，落实管
护责任；要加大工作创新
力度，在工程建设上创新、
在工程管护上创新，真正
把民生工程建成惠民工
程、德政工程 。

(李顺 吴家金）

开展民生工程专项监督 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
作为我县成立的首

个传习中心，合肥北城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自今
年 6 月份在双墩镇揭牌
以来，通过开展宣讲活
动，广泛传习新思想、新
理念、新政策、新知识、新
风尚，打造讲习主阵地，传
习新时代新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
一个大题目，涉及到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党
建……”9月29日下午，一
场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
讲活动正在进行，这是合
肥北城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成立以来举行的又
一场理论宣讲，省委党校
系统理论专家李兵如是
说。

这次宣讲的对象不仅
有双墩镇的领导班子、机
关全体人员，还有来自基
层一线的“村官”。这种面
对面的接受党的最新理论
的宣讲，对他们来说机会
难得。双墩镇吴店社区党
总支书记刘亚瑞说：“合肥
北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的建立，让我们社区干
部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也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
为我们以后工作方向指明
了新思路、提供了新方
法。”

合肥北城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为北城传播十
九大精神搭建有利平台，
同时也为双墩镇提供了
稳定的学习活动场所和
阵地。双墩镇组织干事
丁云鹤表示，合肥北城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成
立，一方面对党员干部

“充电”理论知识提供了
良好的平台，另外一方面
为筑牢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机会。

双墩镇利用合肥北城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这
一载体，把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各种党的理论知识、
惠民政策用最受群众欢
迎的形式、最通俗易懂的
语言传达到北城群众中
去。双墩镇环保站工作
人员杨萍表示，在今后的
工作中，会更多地将理论
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工作中
去，为品质北城、魅力双墩
的建设贡献力量。

（杨维礼 戴金荣）

打造讲习主阵地 传习新时代新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