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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溪周刊

本报讯 随着扶贫各项政
策的落实，韩村镇 432 户贫困
户“两不愁三保障一安全”突
出问题目前已销号，贫困群众
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

底气十足。
在教育扶贫方面，韩村镇

2020 年共帮助智力扶贫学生
188 人，其中幼儿园学生 25
人、小学生75人、初中学生38
人、高中学生30人、本科学生
20 人，共发放智力扶贫资金
28.47 万元；发放贫困寄宿生
生活补助费 6.3 万元；资助学
前儿童金额 3.95 万元。大殷
村贫困户祝文明说：“国家扶
贫好政策让孩子上学没有负
担，让我们生活有了盼头，真
心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
心、帮扶。”

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
全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
纳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
疗救助等制度保障范围，贫
困人口参保补贴政策落实到
位。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
做到应签尽签，签约履行率
达 96%。实现慢性病办理全
覆盖，5 年来为贫困人口办理
慢性病证 514 人，解决贫困户
用药难看不起病的问题。贫
困人口农合 100%代缴。“2019
年和 2020 年，我个人的医疗
费用达到 50 多万元，享受健
康脱贫‘351’政策，报销后个

人支付金额 2 万元左右。”胜
利村贫困户吴玉宽说。

在保障住房方面，该镇对
贫困家庭进行地毯式排查，认
真进行资格审查，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最后确定
危房改造资助对象，并严格按
照农村住宅管理的相关规定
严格选址，做好相关手续的上
报工作。五年来，韩村镇危房
改造共 259 户,发放危房改造
补助资金共计 538.7 万元，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26 户，发
放补助金额 282.5 万元，确保
全镇贫困群众住房安全有保

障。
在安全饮水方面，全镇12

个村饮水安全氟改水工程已
实施完毕，实现通水。3 个村
饮水安全管网延伸项目已完
成。目前，已实现全镇15个村
157 个自然庄集中供水全覆
盖，全镇 432 户贫困户全部安
装自来水。韩村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三供一业”供水
管网延伸工程项目建设，减少
了以水为介质的疾病传播，改
善了广大群众生活习惯，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
饮水安全保障。

金丝皇菊、贡菊因外形美
丽且味道清新，深受一部分人
的喜爱。尤其是品相好的菊
花茶，在开水的冲泡下犹如盛
开时的模样，令人心旷神怡。
如今，这种茶在濉溪县四铺镇
就可以买到，菊花深加工车间
坐落在新庄村。这样做不仅
有利于当地菊花产业链发展，
更有助于农户就业增收。

12月1日，记者走进安徽皖

菊菊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
3名工人正身穿防尘服、戴着手
套将烘干处理好的菊花逐一进
行包装，浓郁的清香沁人心脾。

公司负责人董想告诉记
者，今年是生产花茶的第一年，
菊花品种暂时选取金丝皇菊、
贡菊两种，根据品相等级价格
不等。目前，三种规则为20g桶
装的两种菊花分别定价20元、
30元，同时两种礼盒款则售价
260元、280元，远远低于市场上
同等商品价格。“6月份栽种，10
月份采摘，随后紧锣密鼓地进
行清洗、烘干等作业，11月份产

品刚刚生产出来就首先得到了
俺们本地人的认可，村民来厂
里购买普通产品自家泡着喝的
不少。”董想笑着说。

从10月开始，生产加工车
间便进入忙碌状态。挑选、摆
盘、清洗、包装等一系列流程
需要一些人手，董想在向镇村
两级汇报后，广泛通知动员村
民们每天空闲间隙到厂里帮
忙，以小时计工资当时结算，
得到村民的支持。大家一边
忙着采摘自家种的菊花，直接
销到厂里，就地“消化折现”，
一边挤时间到厂里搭把手。

董想经过这一事后，深刻感受
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力
量。菊花茶的顺利推出，不仅
得益于政府部门对公司厂房
用地、生产流程、发展规划等
的指导协调以及资金的支持，
而且还是全镇百姓齐心协力
支持生产的努力成果。

回溯2017年，市政协结对
帮扶新庄村，头道难题就是扶
什么产业。驻村扶贫工作队
通过一次次调研摸底，发现了
不少人家房前屋后爱种菊花，
且当地有着五六十年种植菊
花的经验。于是，新庄村立足

产业基础，筹资 2000 万元，成
立新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坚
持政策引导、大户带头、技术
跟进，打造菊花小镇，发展赏
花、采摘、观景等乡村旅游，逐
步形成一条“特色小镇+合作
社+农户”利益链。

采访中，市政协办公室副
主任、驻村工作队队长王仓启
告诉记者，2017年新庄村整村
出列，2019 年全部贫困户出
列，而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村里打算夯实产业基础，打造
集赏、玩、食、购、娱于一体的产
业链，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本报讯 近年来，濉溪农商银
行坚守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职责，
通过政银企高效联动，为“问题楼
盘”注入“金融活水”，目前共帮助
盘活问题楼盘5个，累计投放信贷
资金2.48亿元，有力助推了房地产
遗留问题解决。

濉溪农商银行认真分析市县
经济发展特点及民众心声，深刻
认识到“问题楼盘”的不良影响，
积极探索寻求解决途径。班子成
员主动与市县政府沟通协调，实
地调研问题楼盘，深化政银企联

动，积极配合，认真部署，为盘活
楼盘献计献策。业务部门与相关
支行有效联动，多措并举落实楼
盘复活信贷渠道。

2019 年，得知濉溪县集中整
治楼盘烂尾问题后，濉溪农商银
行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积极走
访、对接相关部门，推动政银企共
谋解决方案，为中苑大厦复盘提
供坚定的金融支持。2020年3月，
为中苑大厦按揭贷款项目授信
3000 万元，并指定距离最近的濉
溪支行具体办理住房贷款。截至
目前，已为该小区 69 户购房客户
办理了住房按揭贷款，金额1656.4
万元。

本报讯 连日来，百善镇文化
部门为全镇22个行政村文化服务
中心分别送去图书、篮球、乒乓
球、足球、跳绳、毽子、象棋、广场
舞音响以及《安徽省公共文化保
障条例》公告、宣传册等文体“大
礼包”。

据悉，为更好地发挥村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作用，尽量满足人
民群众基本文化体育健身需求，
前不久百善镇宣传、文化部门走
访群众，倾听百姓对村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所需增添文体设施器材
的意见建议，在新年前夕为各村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送去了文体

“大礼包”。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公布
2020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排
球、冰雪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名单，
濉溪县南坪中心小学榜上有名，

荣获“2020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篮
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称号。

据悉，我市共6所学校获此殊
荣，南坪中心小学是6所学校中唯
一的农村小学，也是濉溪县今年
唯一获此殊荣的学校。

本报讯 近日，濉溪县创建省
级健康促进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督导组，到各镇（园区）和
相关创建单位，督导健康促进机
关创建工作。

督导 采 取 座 谈 会 的 形 式 ，
督导组首先听取各创建场所单

位关于健康促进县创建工作的
情况汇报，并查看相关资料，详
细了解创建工作的现状及存在
问题，对各场所创建工作的实
施方案、任务分解、工作网络、
人员配备、经费支持、七类健康
场 所 创 建 等 方 面 进 行 研 讨 交
流，并就相关工作提出具体指
导意见。

据悉，濉溪县自 2019 年启动
省级健康促进县创建工作，实施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策略，开
展跨部门健康行动，建设促进健
康的支持性环境，全面开展健康
促进医院、学校、机关、企业等健
康促进场所建设，引导人民群众
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和健康
生活方式。

本报讯 近日，濉溪县应急管
理局第二期“股长上讲台”业务大
讲堂开讲。

县应急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以
《安全生产执法文书规范化使用》
为题，结合自身工作经历，运用相
关执法案例，就规范使用执法文
书、切实履职尽责、提升执法效能
等方面与全局干部职工进行了培

训交流，内容通俗易懂，知识要点
易于吸收。

县应急管理局常态化开设
“股长上讲台”业务大讲堂，旨在
为干部职工搭建一个展示风采的
舞台、一个开拓视野的讲台、一个
学习成长的平台，通过大讲堂活
动，促使干部职工重视学习，从而
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并把所
学的知识充分运用到工作实践
中，不断增强服务能力和水平。

本报讯 今年以来，濉溪县检
察院把检察文化的价值开发和利
用摆在重要位置，紧紧围绕检察
工作的特点、检察干警的职业需
求开展检察文化建设，总结出了
适合自身实际的文化建设模式。

该院始终把树立正确执法理
念作为检察文化建设的根本，大
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推进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干警内
心，确保检察文化建设的政治方
向。强化“文化育检”文化，充分
运用多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促进检察文化建设，使文化
建设从单向灌输转为互动交流，
从自娱自乐转向全面开放，从而
增强检察队伍凝聚力。强化“素
质兴检”文化，加强检察职业道德
教育，注重培养检察官的人格修
养，加大职业培训投入，提高检察
干警的专业素质，实现检察队伍
的职业化、高学历化，把检察干警
职业素养全面提高到新水平。强
化“科技强检”文化，完善检察内
网建设，充分利用网上论坛的功
能，开辟特色文化阵地，建立文化
书屋、检察论坛、文学交流、理论研
讨等文化阵地，加强检察人员在线
学习交流和互动。

南坪中心小学获国家级荣誉

百善镇各村喜领文体“大礼包”

濉溪农商银行助推
房地产遗留问题解决

县检察院强化文化建设提升软实力

濉溪县督导
健康促进场所创建工作

县应急管理局
第二期业务大讲堂开讲

致富路上菊花飘香
——四铺镇产业发展走出新天地

“两不愁三保障一安全”突出问题已销号

韩村镇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有底气

11 月 25 日，双堆集镇妇联主

席熊爱秀走进高家村，开展以“拒

绝家庭暴力·共享幸福生活”为主

题的反家庭暴力普法宣传活动。

在第34个“国际反家暴日”到

来之际，为进一步提升妇女儿童的

维权意识，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营造全社会共同治理“家暴”行

为的氛围，连日来，双堆集镇妇联

干部走进集市、村庄、学校，通过具

体的案例分析和解读，大力宣传

《反家庭暴力法》《妇女权益保护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

规，并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发放

宣传资料、入户面对面讲解等形

式，向群众宣传什么是“家庭暴力”

“如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以及

“如何反对家庭暴力”等知识，让群

众深刻认识家暴行为也是违法行

为，要勇敢面对，敢于说“不”。

■ 摄影 特约记者 范胜明

“要不是媳妇悉心地照
顾，早都没我儿子这个人啦。
看到她整天在地头干活，还要
照顾天才，心里过意不去啊！”
婆婆卜庆芬说道。

卜庆芬口中的儿媳妇名叫
袁海燕，住在濉溪县临涣镇四里
村刘庄，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农村
妇女，在与其子刘天才结婚后俩
人抱养了一个女孩，一家三口日

子过得和和美美。不想一场意
外突然降临，刘天才于2000年6
月突发脑溢血住进了淮北矿工
总医院，虽从死亡线上捡回一条
生命，但家庭却失去了支柱，生
活从此一落千丈。2007年，刘天
才再次突发脑梗死导致半身不
遂，丧失了语言表达及生活自理
能力，女儿已经出嫁，平时照顾
丈夫的重担全部压在袁海燕一
人身上。

面对生活的磨难，袁海燕
并没有屈服，她一边照顾着刘

天才一边想办法挣钱，一个人
肩负起了家里的重担。刘天
才的衣食起居全靠袁海燕照
料，端茶喂饭日夜操劳，经年
累月，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她原本健康的身体也逐渐患
上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
无论多累，家里内外始终整理
得干干净净。在她细心照料
下，这些年来刘天才没有再犯
过病。

经过群众评选、逐级审
核，2014年刘天才家庭被识别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镇村干
部的帮扶下，办理了健康脱
贫、社保兜底、产业自种自养
奖补，扶贫工作队为她在村里
安排了扶贫公益性岗位，负责
起村内保洁工作。虽然一个
人撑起一个家，但袁海燕深知
国家帮扶不如自我脱贫，于是
主动申请种植了两亩蔬菜大
棚，在她的辛勤养护下每年平
均增收2万元。通过国家的扶
贫政策和自身努力，袁海燕家
于 2018 年实现了稳定脱贫。

虽然苦些累些，但袁海燕相信
这都是暂时的，好日子会在后
头等着她。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能
赶上这么多的好政策，有了慢
病卡，报销的比例高，丈夫的
医药费几乎不用掏钱了。”袁
海燕笑着说，“党和政府对我
这么好，我一定要好好干，让
全家人都过上好日子!”她如同
苍茫大海上顶着风浪勇敢前
行的“海燕”，从未有一刻停下
前行的脚步。

本报讯 连日来，刘桥镇
立足镇情，按照一周一村庄、
一周一考核、一月一评比的整
治方案，在全镇打响了一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逐步
提升卫生环境，补齐环境短
板，助力脱贫攻坚。

按照“五清一改”要求，该镇

清理村庄内塘沟50多个，清理
农业生产废弃物170余吨，清理
废旧广告牌183个，清理废弃建
筑1000多平方米。加强对旱厕
改造，完成并投入使用了100所
户厕改造任务，改厕后的旱厕全
部拆除。通过开展“清洁文明示
范户”评比，有效提升村民积极
性，同时组织党员志愿者、巾帼
志愿者为全镇贫困户家庭进行

“五净三规范”整治，彻底改变了

全镇户内人居环境。
该镇全面加大村庄整治力

度，对搬迁安置的周口、孟口、
前楼、周大庄、后吕楼等五个村
庄进行整治提升，修整了破损
路面、亮化了花池、美化了墙体
等，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濉永
路西段一直是困扰该镇多年的
顽疾，为彻底改善环境，该镇投
入70多万元，动用人力、物力、
机械等，清理了1000多吨陈年

垃圾，集中拆除5000多平方米
破旧房屋及其他无功能建筑，
整治效果显著。对两侧的1300
平方米的前楼沟、800平方米的
陈集沟、400平方米的任李沟进
行集中清理整治，落实河长制
责任，建立长效保洁机制。

此外，刘桥镇还网格化落
实责任制，镇域内 100 多个坑
塘责任到人，进行清淤整治，
共清理了漂浮物、碎砖、淤泥、

树枝等15万平方米，彻底达到
坑塘河沟水清岸绿的成效。
该镇还结合镇情，不断探索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新思路，整合
各种有效资源，建立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长效机制，以村庄包
保网格化、河长制、塘长制、林
长制，常抓不懈落实长效考核
机制，彻底提升镇村人居环
境，为脱贫攻坚圆满收官奠定
坚实基础。

袁海燕：风雨坎坷脱贫路

刘桥镇补齐环境短板助力脱贫攻坚

拒绝家庭暴力
共享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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