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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州讯 自我区农村低保专项
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区民政局积极行
动，会同有关部门，以“五个坚决”，扎
实推动专项治理工作有序开展。

坚决杜绝腐败问题。区民政局
与区纪委监委驻区民政局纪检组联
合成立低保专项治理领导小组，严肃
查处低保工作中违纪违规问题；进一
步拓宽反映问题渠道，利用投诉举报
电话、群众来信来访、家庭经济状况
核对平台等渠道广泛收集问题线索，
建立群众举报问题线索台账，坚决整
治农村低保中的“人情保”、“关系
保”、“错保”、“漏保”等问题。

坚决改进工作作风。区民政系
统通过组织大排查、大走访活动，深
入查找并纠正农村低保工作中“四个
意识”不强、责任不落实、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等作风问题；认真整改农村
低保工作中作风漂浮、敷衍塞责、不
敢担当，“宁可漏保也不错保”，对群
众申请推诿、刁难、不作为，审核时限
过长，效率低下等问题；切实整改低
保申请中行政性确定名额、分配任务
或指标，“轮流保”、“平均保”、“息访
保”、“搬迁保”，村干部定低保等问
题。对因工作作风不实、效率低下而
导致农村低保政策落实不到位的，严
肃追责问责。

坚决强化工作落实。充分发挥
基层民政人员一线作用，建立了区、
乡、村三级治理机制，治理责任明确，
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全区累计
已排查 27774 人。其中近一年来曾
提交申请但未通过 1063 户，新申请
对象 1258 人，未纳入农村低保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 4740 户；查处近一年
来腐败和作风问题1例。

坚决筑牢农村低保兜底保障底
线。安排专人，加强同扶贫领域相关
数据信息比对，定期比对农村低保对
象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据，及时更
新完善社保兜底扶贫库；在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动态调整完成后，及时摸清
需兜底保障贫困人口规模，将符合低
保条件的建档立卡对象按程序纳入
低保，充分发挥低保兜底保障作用。

坚决规范政策执行。严格按照
《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
程》等省、市相关文件，坚持动态管
理，严格执行低保申报程序，把好“入
口”，疏通“出口”，做到应保尽保，应
退尽退；推行“三公示、两公开”，严格
执行享受低保对象一榜、二榜、长期
末端公示制度，长期公开享受对象名
单，长期公开举报方式，接受社会各
界及广大群众的监督；严格规范低保
档案管理，执行低保经办人及村干部
近亲属享受低保备案制度，确保低保
政策公平、公正落实。

（吴召成）

我区确保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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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小路上面种的就是我们这里
最原始、最正宗的华陀岭宣木瓜，有 40
多亩的面积，现在正是收获采摘的时
候。”在新田镇华陀岭的宣木瓜种植园
里，张德军笑容满面地对笔者说道。

一走进种植园，映入眼帘的便是成
片的宣木瓜树，每棵树上都挂满了宣木
瓜，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一片丰收的景
象。从一个普通的农技师，到现在远近
闻名的宣木瓜非遗传承人，这其中除了
张德军对宣木瓜的技术研究以及推广，
还有他对宣木瓜的那一份深厚情怀。

为情怀不断坚持
张德军是土生土长的新田人，拥有一

段平凡的人生经历，1989年高中毕业后他
就一直在家里务农，原以为会一直这样平
淡的生活下去，但是1995年的一次偶然机
会改变了张德军的一生。这一年，热心肠
的张德军答应帮助朋友去收木瓜，不断的
奔走劳累和辛苦投入，让张德军收获了他
人生的第一桶金。“宣木瓜可以说是我的
童年记忆，所以我自己对木瓜本身就有很
深的感情，那次机会让我挣到第一笔资
金，更加坚定了我发展宣木瓜的想法。”张
德军说道，不知不觉想传承宣木瓜的想法

在那一年的夏天油然而生。
成功是靠不断的奋斗与努力得来

的。从 2000 年一个只有几十人的个体
户，到现在的华陀岭中药材开发有限公
司的董事长，张德军在发展宣木瓜的路
上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土地、资金、技术、
产品，这些问题都没有让张德军放弃发
展宣木瓜的初衷。

“没有地怎么办，去一家一户的问，
就希望他们可以把地租给我们。”张德
军想起往事，眉头紧皱，眼睛里充满了沧
桑。“最费脑筋的问题其实是种植问题，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条件，育苗和
管理问题绞尽脑汁，要想有好的发展必
须有农民去种植，所以我尽量在育苗上
给良种，回收的时候给足利润，在这方面
我可以少赚甚至没有利润，就想着一定
要把宣木瓜保住。”正是这一份赤诚之
心，让张德军的宣木瓜事业蒸蒸日上。

用行动传承宣木瓜
《本草纲目》中说过：“木瓜处处有

之，而宣城者最佳”，故有宣木瓜之称。
宣州区种植的宣木瓜，已有1500余年历
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已定为“贡品”。

20多年来，张德军一直希望将宣木
瓜传承下去，为此他一直致力于保护宣
木瓜种质资源。“以前宣木瓜就叫宣木
瓜，现在宣木瓜已经拥有四个品种，罗汉
脐、芝麻点、苹果型，还有濒临灭绝的药

木瓜，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用处。”张德
军介绍道，这些品种都是他花了很大功
夫才找到的。

张德军的华陀岭中药材开发有限公
司主要业务就是研究宣木瓜药材生产技
术，以及推广普及宣木瓜生产加工。公
司针对种植宣木瓜普遍存在的见效慢、
收益低问题，研究示范了大苗密植丰产
新技术，可在栽后第二年实现丰产，比原
栽培模式提早3年收益。“一开始一亩地
只能收获一千斤，现在通过这个技术种
植的，一亩地可以收获六千斤宣木瓜。”
张德军说道。“因为宣木瓜具有极大的药
用价值，所以我们加工鲜木瓜主要是两
大块，一个是做成饮片后再入药，再一个
就是投料厂，经过提纯后再入药。”

张德军还与安徽中医药大学进行产
学研合作，在木瓜产地环境、种子种苗、
药材商品规格、包装贮运、饮片加工等方
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为宣木瓜的开发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安
徽中医药大学给予了我太多的技术帮
助，让我更加有信心地努力向前发展。”
张德军说道。

得硕果服务农民
张德军的努力没有白费，现在的华

陀岭公司拥有 2000 多亩的宣木瓜种植
基地和多项专利，用宣木瓜加工的药材
也在张德军的努力下销售至同仁堂、胡

庆余堂等老字号，并在2009年出售至俄
罗斯完成第一单出口，名声大噪。2014
年公司的宣木瓜加工技艺获得了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称号，2017年种植基地也
荣获“十大皖药”产业示范基地，多年来
张德军收到无数荣誉，宣木瓜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称号当之无愧。

勿忘初心，方得始终。张德军在传
承宣木瓜的同时，也带动了一批农户发
展，木瓜已经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
渠道之一。在张德军的手机上，有一个
名为中国宣木瓜的微信群，每当种植户
有关于宣木瓜的问题时，张德军都会积
极回答帮助解决，他还会在群里不定时
发布收购信息，帮助种植户们解决宣木
瓜销售问题。

“现在我们公司已经有专业技术人
员，可以及时解决技术问题，我们还会定
时去各大基地以及种植户家里提供技术
支持，提高农户种植宣木瓜的积极性。”
张德军说道。

下一步张德军计划在 2020 年从基
地建设转到产品研发投试阶段，组建自
己的酿酒、果脯、颗粒生产线，让宣木瓜
发挥更大的价值。“作为宣城的一个文化
名片，我们希望把宣木瓜传承好、推广
好，让它有更多的机会被大众熟知，甚至
带出国门、推向国际舞台，让宣木瓜真正
成为宣城的响亮品牌。”张德军期望道。

一份情怀 一生传承
——记宣木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德军

朱蔓妮 沈敏

抓脱贫攻坚的态度追求
——认真较真。毛泽东同志
曾提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
’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抓脱贫攻坚工作就是要把认
真贯穿于全过程，就要在脱贫
工作上敢于较真。在各项工作落实
上，要围绕“三保障”“三精准”“三落
实”，下一番绣花功夫，切实把各项要
求抓细抓具体。在督查巡查上敢于
较真，进村入户、明察暗访，着力挖掘
具体问题，切实推动错识、错退、漏评
等问题解决，要督到点上，查到根上，
改出实效。在明责问责上敢于较真，
履责有优劣，奖惩见区别，对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好的，或重用、或提拔；对
敷衍塞责、工作不力、弄虚作假的，要
硬起手腕、坚决依规依纪予以处理，
让“虚、浮、假、松”彻底没有市场。

抓脱贫攻坚的举措追求——方
向方法。抓脱贫攻坚工作把握方向
方法至关重要，方向有对错，是颠覆
性的，决不能出错；方法有好坏，是修
复性的，要在工作中不断完善。习近
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把握好脱贫攻坚
正确方向，确保方向不跑偏。目前，
我们的工作方向就是八个着力，即：
着力提高识别精准度；着力做好精准
帮扶；着力提高脱贫质量；着力推进
贫困县退出；着力压实攻坚责任；着
力推进政策落实；着力强化扶贫项目
资金管理；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在工
作方法上，就是要完善工作机制，强

化工作督促调度、明确各级工
作职责、压实具体工作责任，
形成责任体系闭环。

抓脱贫攻坚的方式追求
——用心用新。面对贫困群
众，我们心里有一种发自内心

的同情，我们都见过太多的卧榻病床
的老人、太多患有绝症的病人、太多
渴望走出困境的村里人。我们抓脱
贫攻坚必须不忘初心，从内心深处怀
着对弱势群里的关爱、对困难群众的
同情，坚持行善向善的信念，变任务
为责任，变压力为动力，充满激情、充
满爱心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扶贫攻坚
战中。面对各项考核，我们不能把扶
贫当任务，不能墨守成规，我们抓脱
贫攻坚必须用新理念，新举措，通过
新路径的探索，避免重复性工作，才
能越干越有劲。

抓脱贫攻坚的价值追求——为
民为明。“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
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为
民情怀，领悟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
惟有为民方能务实，我们抓脱贫攻坚
必须真抓实干，让贫困群众如期脱
贫。在工作中只有把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
线任务，让贫困群众享受到国家政策
带来的红利，共享扶贫开发和改革发
展成果，才能确保贫困群众同全国、
全省一道进入小康，他们的明天才会
更加绚丽多彩。

抓脱贫攻坚应有之义
达建彬

备受关注的新火车站，将于本月底“上岗”。新火车站投入使用后，将为旅客营
造一个安全、舒适、顺畅的候车与出行环境。目前，基础设施完善、设备安装调试等
各项工作已进入倒计时阶段。图为7月18日，新火车站收尾施工场景。曹光鑫 摄

新火车站启用进入倒计时新火车站启用进入倒计时

7月10日早上6点半，唐月山
从鞋柜里掏出红色的布袋子，打开
袋口细细检查了一遍袋子里的东
西，病例材料、绷带、雨伞、用白色瓶
子装着的糖果……见东西都在，他
走到妻子佘敦美身旁，搀扶着妻子
出了家门，再折返将轮椅推出来，用
系在裤腰扣上的钥匙锁了门。

66岁的佘敦美佝偻着腰走在
前面，70 岁的唐月山推着轮椅走
在后面。

“累了没？要不要我推你？”、
“一会走不动你再推我”，两人不时
搭着话，从澄江办事处翰林院的家
里走到人民医院，大概要半个小
时，佘敦美走上一段，累了，坐到轮
椅上，唐月山就推着。

这天礼拜二，是患有尿毒症的

佘敦美做透析的时间，也是 15 年
漫长透析之路的平常一天。

1992年，佘敦美被查出患有多
囊肾，从这一年开始唐月山怀揣着
期望领着妻子辗转全国各地求医问
药，又在一次次失望中回到宣城。

1997年，余敦美的病情越来越
严重，身体逐渐从能做轻活，到只能
煮饭料理家务，最后到生活不能完
全自理。为了全心全意照顾妻子和
孩子，唐月山辞掉了安徽电力建设
公司的工作，从芜湖返回宣城。

从未做过饭的唐月山开始系
上围裙下厨房，从西红柿炒鸡蛋开
始学习做饭，从钉扣子开始学习做
家务，并拾起女儿学医时的课本，
认真研究肾病的康复治疗方法，总
结日常陪护的方法经验，为妻子搭

配好合理的营养饮食。只有初中
文化的唐月山能说出许多和肾衰
竭有关的医学名词，能熟记患者的
饮食禁忌。

2004 年，佘敦美的病情恶化
了，被确诊为肾功能衰竭，开始了十
四年的透析。这几年也成了唐月山
人生最困窘的时刻，因为和妻子都
辞了工作，两个人的全部收入就是
加在一起不到1000元的养老金，而
走过医保后一个月1600元的透析
费用让全家人不得不借钱度日。

为了省钱，每次佘敦美去宣城
人民医院透析，唐月山都会用自行
车先推着妻子来到公交车站台，送
妻子上车，自己再拼命地蹬车赶到
宣城人民医院的站台接妻子去透
析。透析结束，（下转第四版）

20 载风雨同行求医路
陈莉 宣城日报记者 瞿佳龙

★7月18日上午，市安委会2018年第三次全体
（扩大）视频会议召开，总结上半年全市安全生产形
势，部署下一阶段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区领导洪琳、
李卫东、王浩然、赵文清、时国金在宣州分会场参会。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市安全生产形势稳中
向好，成绩值得肯定，但必须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
产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各地、各部门要时刻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底线
思维，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
麻痹思想，扎扎实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强调，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生命至上”理
念，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坚决把各类隐患消
灭在萌芽状态。要结合高温天气特点，有针对性地
指导各类用人单位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抓好高温酷
暑季节安全生产工作。要加强监管执法，加大惩戒
力度，形成严厉打击非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和强
力震慑。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部门联动，确保
在突发事件中行动迅速、措施有力、处置有效。要压
实安全生产责任，各级各部门要落实领导责任，坚持
党政同责，切实担负起安全生产责任，在全市营造安
全生产人人关注、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陈耀灿）

我区把好“五道关”提升收养登记服务水平
宣州讯 为加强收养登记工作，规范收养行为，我

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国公民
收养登记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办理收养登记工作
中严把“五道关”，确保收养登记工作顺利进行。

严把审查关，做好收养家庭的评估工作。对收养人
的资格、经济条件、家庭状况、身体状况进行认真审查。

严把登记关，办好收养登记的各项手续。收养登
记员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收养登记，做到手续
齐全方可登记。在办理登记时，收养当事人和被收养
人必须同时到场。对年满10周岁的儿童，认真做好现
场询问和引导工作。

严把档案关，规范收养档案的科学管理。严格按
照《收养登记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为每名对象
建立完善的纸质档案，将收养登记材料按规定的范围
和顺序归档，一案一卷，妥善保管。档案管理人员严
格遵守档案法、保密法的有关规定，严密保管档案，做
好保密工作。

严格规范政务服务网建设，提高政务服务效率。
不断完善收养登记的网上信息，同时形成内地公民收
养子女登记办事指南，详细列明办理条件、审批流程、
所需材料等事项，助力“最多跑一次”。

严格规范协作机制，不断加强部门联合。对捡拾到
的社会弃婴，主动协调公安部门进行身份调查。联合计
生部门，加强收养人计生情况审查。查清是生父母遗弃
子女的，由公安部门依法予以处理。通过各部门的相互
配合，建立联动机制，依法做好收养登记工作。（杜爱欣）

7 月 19 日，农历六月初七，入
伏第三天。上午8：30，烈日当头，
最高气温达到了37℃。沈村镇武
村村46名党员（含一名预备党员）
齐聚一堂，迎来了全村党员五年一
次的大事——参加中共沈村镇武
村村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选
出新一届村支部委员会的“带头
人”。天气虽然炎热，但是大家却
热情高涨。

笔者了解到，为了行使党员权
利，投好自己的一票，武村村有不
少在外党员纷纷请假回村投票。

“我是昨天晚上赶回来的，今天参
加完选举就走了。”有着近20年党
龄的朱小喜特意从工作的合肥请
假回来，“这是我们农村党员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必须回
来，必须参与，不论距离多远。与
一天赚的那几百块钱工资相比，选
出让我们满意的‘带头人’意义更
重。相信他们能够为我们村做更

多的好事和实事，为我们解决实际
问题，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在会场，笔者看到，听取上一
届党支部委员会工作报告、分组审
议工作报告、讨论大会选举办法
（草案）、推选监票人……各项工作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四名候选
人发表完竞选演说后，选举正式开
始了！拿惯了渔网和锄头的村民
们，双手虽粗糙，但填写选票一点
儿也不马虎。他们一笔一划、认认
真真地写出自己心中最满意的人
选，随后坚定地走向投票箱，谨慎
地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最终，许
言午、陈玉华、蔡国发三人当选为
村党支部委员，蔡国发又被选举为
村党支部书记。

武村村是全区第一个进行
“村两委”换届选举的行政村，为
了保证此次换届选举能够健康有
序，沈村镇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该镇党委书记王华玲表示，沈村
镇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的要求，
坚决把严肃换届纪律规矩挺在前
面，对换届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做

到早发现、早处理，确保换届风清
气正、风平浪静、圆满完成。并围
绕“绘好蓝图、选出好班子、换出精
气神”的目标，选好用心想事、用智
谋事、用力干事的“领头人”，以实
际行动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推动乡
村振兴发展。同时，充分利用此次
换届的有利契机，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
力、战斗力和号召力，切实发挥好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的那一
刻，乡亲们的信赖和支持让蔡国发
感到分外激动。同时，他也意识到，
他的责任更大了。“我们村是全区
13个贫困村之一，今后我们将调动
各方力量、集中各方智慧，以实际行
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我们要积极
为即将上马的武村湾麻布荡水产养
殖基地项目做好服务工作，努力壮
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们都能享受
到发展红利。同时，我们还将紧紧
依托乡村振兴这一战略，不断优化
我村居住环境，让村庄焕发出新活
力。”蔡国发壮志满怀。

选好带头人 共奔致富路
——中共沈村镇武村村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侧记

陈耀灿 马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