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8月5日 星期五 第三版综合综合

7月29日上午，2022年第三届长丰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决赛在水湖镇北部综合楼成功举办。

杨庙镇入围决赛的安暖相伴志愿服务

项目、红莓姐姐乡村女性成长计划志愿

服务项目、马郢乡村儿童筑梦计划志愿

服务项目分别荣获金银铜奖！

决赛现场，安暖相伴志愿服务项目负

责人孙涛通过项目PPT路演答辩，介绍了

项目的背景、优势、具体做法、社会成效和

后期规划等，获得评委的高度评价，最终

以最高分荣获此次决赛金奖第一名。

安暖相伴志愿服务项目

老年人，是乡村三留守中最为需要

帮助和关注的群体，“安暖相伴”助老志

愿服务项目，通过开展重阳敬老节、为

老年人拍照、为老年人提供零利润销售

服务、帮助老年人销售农产品、送福字

送春联等一系列助老主题活动，在社区

建立老年人活动中心，让老年人分享乡

村发展红利的同时，能够充分参与乡村

振兴的过程，并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

项目实施地点在马郢社区，主要内容为

“五个一”，即一个老年人活动中心，一

次敬老节主题活动，一张老年人的照

片，一本老年人口述历史书籍，一场老

年人运动会。有效提升了乡村老年人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老人家在乡村安

享幸福晚年的同时，能实现老有所学、

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红莓姐姐乡村女性成长计划志愿
服务项目

为了让留在家中的乡村女性，成长

为更好的自己，让家乡的发展有自己的

奉献，红莓姐姐乡村女性成长计划志愿

服务项目成立于2020年1月。项目通过

注入“发展能量 ”，实施“四大路径”，实

现乡村女性“美丽意识”觉醒，“幸福能

力”提升。项目以“小组+路径+实践”模

式，即成立“赋能人（公益导师）+召集人

（本地志愿者）+成员（乡村女性）”小组，

以“兴趣引导+沉浸陪伴”“技艺训练+美

育课堂”“巾帼电商+手工文创”“创业孵

化+文旅实践”四大路径，为乡村女性注

入“生活之美、自然之美、自身之美”的自

主发展能量。两年多来有 30名赋能人

为马郢、涂郢留守女性开设了 2个工作

坊12个兴趣小组，提供各类赋能课程和

活动200余场。

“我们期望更多的人成为红莓姐

姐，我自己也愿意帮助更多的人成为红

莓姐姐”红莓姐姐乡村女性成长计划参

与人张鑫说道。

马郢乡村儿童筑梦计划

为了有效弥补乡村儿童在自身经济

条件、眼界和视野方面的不足，推动乡村

儿童自我发展与实现和素养能力的提

升。同时他们隔代教育居多，从认知到

综合素养都比较薄弱。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马郢的志愿者及创客发起了乡村儿

童筑梦计划，在马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的指导下，招募了志愿者老师和家长志

愿者成立了一支队伍，期望能帮助儿童

们开拓视野，建立良好的素养和品质，培

养有爱、求真、追梦，更加有朝气的乡村

儿童，让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更加有自信，

更有勇气，也有更多的能力。成为能从

乡村走出去，也能回来为家乡做贡献的

好村民。 （通讯员 余璐瑶）

杨庙镇三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分获金银铜奖

岗集镇四十埠村土地资源丰富，土

壤富含各种矿物质，非常适宜各类水果

的生长。近年来，按照“因地制宜，突出

优势，壮大产业”的原则，在四十埠村党

总支积极引导下，村民因地制宜发展草

莓、桃、梨、葡萄、火龙果等特色水果产

业，促进增收，以“多彩产业+”模式，走

出一条都市休闲采摘的文旅融合乡村振

兴之路。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走进长丰

县岗集镇四十埠村水果大棚种植基地，一

串串葡萄挂在枝头，散发着甜蜜诱惑。

润泽葡萄园负责人官俊辉忙着给

阳光玫瑰葡萄套袋，以保证生长品质。

官俊辉以前在上海做物流生意，2014 年

到四十埠村流转近百亩土地种植了葡

萄、桃子等特色水果，其中葡萄有 30 多

亩，品种有阳光玫瑰、红聚宝、黄金蜜

等。由于葡萄采用生态种植为主，不用

化学肥料，全部使用有机肥和农家肥做

生产营养基料。“虽然今年天气干了点，

但自然成熟的葡萄品质很好，以销售老

顾客为主。今年产值还不错，每亩地产

量大概在六千斤，像阳光玫瑰每亩产值

大概五六万块钱，红聚宝大概在三五万

元，预计整个产值突破一百万元。”官俊

辉说道。

像官俊辉这样的果园，四十埠村大大

小小有十几家，果品销售不仅由合肥市民

慕名而来采摘，还通过电商销售到全国各

地。四十埠村通过流转土地发展特色产

业，不仅调整了当地产业结构，还让村民

有地租收、入园务工挣钱。目前全村留守

的600多人中，有200多名村民分散在各

个果园务工。

下一步，岗集镇四十埠村将结合人

居环境改造，打造“多彩产业+”特色村

居，将瓜果蔬菜等产业发展的更加壮大，

吸引更多游客到四十埠村来旅游观光，

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速实现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

（通讯员 彭妍）

岗集镇：“多彩产业+”勾勒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2022年8月1日上午8：01时，长

丰县造甲乡“安徽省农民运动策源

地”纪念园暨烈士陵园建设一期工

程正式破土动工。

据了解，长丰县委一直以来高

度重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烈士褒扬纪念工作的重要讲话精

神，注重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烈精

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为进一步

发掘我县红色资源、讲好烈士故事，

激励长丰儿女在建设长丰的新征程

中再创新业绩，县政府决定在有“觉

醒甲地”之称的造甲乡新建“安徽省

农民运动策源地”纪念园暨烈士陵

园，选址在合肥地区第一个党组织

创建者崔筱斋革命烈士的墓地旁。

该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51.08亩，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公祭广场、纪念碑、

安徽省农民运动策源地展馆、革命

烈士纪念馆、崔筱斋烈士墓提升（文

保单位）、革命烈士公墓及军人公

墓，以及道路、铺装、给排水、景观绿

化、停车场等配套工程。总建筑面

积约 2710㎡，计划工期 120 个日历

天。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功能完备

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将为我县

开展烈士纪念日纪念活动，为党员

干部、学生、各族群众等社会各界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提供重要场

所。将在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营造缅怀烈士、崇尚烈

士、学习烈士浓厚氛围上发挥重要

作用。 （通讯员 田然）

造甲乡“安徽省农民运动策源地”纪念园
暨烈士陵园建设一期工程正式动工集结民间智慧和潜力，推动区域发

展升级，在长丰（双凤）经开区，一批中

小企业在此落地、生根、结果，收获颇

丰，此乃经开区改善营商“硬环境”和提

升营商“软实力”的有效成果，通过布局

双凤智谷、中南高科、万洋众创城等一

批知名平台型企业，打造集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投资孵化、运营服务等于一

体的服务平台，为企纾解痛点难点，助

力其“专精特新”之路越走越宽。

“今年疫情对公司的物流运输影响

比较大，好在经开区与市交通局疫情防

控办积极协调，在附近高速路口配备一

名专门与企业对接的联络员，确保我们

的货能进得来、出得去。”合肥康诺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说道。

受疫情影响，这家以从事医药制造

业为主的企业于年初遭遇了产品配送

受阻、销售量下降等难题，“公司销售平

台 是 2017 年 搬 过 来 的 ，其 余 部 门 从

2020 年 12 月开始搬迁，如今落户双凤

智谷这个‘新家’，物业、环境都不错，我

们在这里安全感满满！”王伟是土生土

长的合肥人，回乡创业既是心之所向，

也是在多方权衡下的坚定选择，“县主

要领导多次到访企业，给我们送服务、

解难题，同时，这里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让我们投资有信

心、发展更安心。”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如今，

在长丰（双凤）经开区一个个平台型企

业在这里聚集、壮大，通过整合平台和

资源优势，打造出生生不息、协同发展

的产业生态圈。走进位于经开区梅冲

湖路与凤霞路交口的合肥凤巢智造产

业园，众多企业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

工人忙碌，迸发出无限的发展活力。

据招商总监徐善树介绍，产业园主

要发展家电配套产业、汽车零部件、节

能环保、生物医药、电气设备、机械制造

等六大产业，“我们分两期开发，一期有

22 家企业入驻投产，其中规上企业 2
家，二期于 2021 年 7 月开建，目前招商

进度已完成 80%。”此外，园区配备公

寓、食堂、便利超市、健身空间、承重货

梯等，为企业解决工作生活之忧；提供

融资、法律税务、政策咨询、创新孵化等

服务，助推入园企业成长。以集群成规

模、以规模求效益平台之上，一批中小

企业“长袖善舞”，这是一条以产业生态

助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加快动能转

换的发展新路径。

“我们选择将产业园落地双凤，也

是因为这里在政策、服务、交通等方面

都有极大优势，让我们看到一个从‘营

商’到‘宜商’的大环境。”徐善树透露，

下一步，产业园将在经开区的帮助下，

不断完善平台生态，孵化出高尖精特企

业，并为更多中小型企业提供成长“营

养”，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截至目前，长丰（双凤）经开区平台

型 项 目 累 计 拟 同 意 入 驻 中 小 企 业

253 个。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11 个、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3个、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 2 个。随着平台型项目的集聚发

展，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正

加速涌入，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能。 （通讯员 张宇佳）

平台赋能 让中小企业“抱团”成长

为了确保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

兴工作期间各项政策贯彻落实到

位，充分发挥小额信贷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中的作用，朱巷镇迅

速行动，扎实开展 2022 年小额信贷

工作，全面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为准确建立贷款需求台账，朱

巷镇组织脱贫户与监测对象的帮扶

人、各村居包组干部、网格员深入到

群众家中广泛宣传小额信贷政策，

确保小额信贷政策宣传不落一户不

漏一人，对符合贷款对象的脱贫户、

监测对象进行全面摸排，建立贷款

需求台账。

在前期摸排的基础上，对于符

合贷款对象的脱贫户、监测对象，镇

乡村振兴工作站积极对接长丰县农

村商业银行与长丰科源村镇银行，

两家银行的业务员直接入户开展小

额信贷评级授信工作，优化流程，缩

短时限，确保金融帮扶政策及时、准

确、有效发挥作用。

据悉，2022 年全镇新增放贷户

数 81 户，共计发放信贷资金 399 万

元，做到应贷尽贷，有效解决脱贫

户、监测对象在发展产业中的资金

需求问题。下一步，镇乡村振兴工

作站将加强对信贷资金的监管，指

导村居建立小额信贷资金风险管控

台账，确保小额信贷资金风险可控，

安全使用，到期还款。通过加大金

融支持力度，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

成效更加持久，为乡村振兴注入更

大动力。 （通讯员 夏晨）

小额信贷“贷”动乡村产业振兴

暑期，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快

乐且有意义的假期成了家长的心头事，

近日，长丰（双凤）经开区精准对接居民需

求，在做好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暑期

多彩课堂在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陆

续开课，为居民解决了暑期“看护难”问

题，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趣味活动，拉进亲子关系

7 月 27 日上午，在梅冲湖社区，一

场欢乐的亲子活动正在上演。在孩子

与家长的共同努力下，出色完成了一个

个有趣的游戏，尤其是趣味投篮，孩子

和家长接力传球，亲子配合默契，不时

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家长们脸上也挂满

了幸福的笑容。趣味亲子活动不仅拉

近了家长和孩子们之间的距离，还让孩

子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积极的参

与中体验乐趣。本次活动的负责人表

示：“ 这次开展的主题活动，拉开了社

区精彩一夏系列活动的序幕，在增进亲

子互动的同时使社区的中小学生的暑

期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益智游戏 托起多彩假期

峰宁社区联合合肥市方圆社会工

作事务所，邀请专业人士教授孩子们玩

魔方和记忆成像系统，旨在通过魔方这

个小小的工具提升孩子专注力、打开学

习和记忆的思路。活动招募一经发出，

就受到了广大居民的热烈欢迎。

“暑假期间，我们要上班没精力时

刻督促孩子，孩子在家就容易沉迷于手

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身体和心理都容

易过多地受到网络冲击。社区的暑托

课堂，刚好帮我们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孩子在这里既可以交到新朋友感受团

队氛围，又能参加课堂活动学习，真的

是一举多得。”带孩子来参加活动的王

女士兴奋地对志愿者说道。参加活动

的孩子们对教授内容很感兴趣，很快就

投入到课堂里来，认真学习。

此外，峰宁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还将依托场地优势，多元化、常态化开

展创意手工课堂、理论宣讲、益智游戏

等各种活动。

暑期课堂，传承国学经典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国

学经典，7月27日，共和城社区以“国学

进社区，经典咏流传”为主题，举办国学

小课堂，激发青少年学习国学的兴趣，

弘扬中华文化。活动中，国学老师以诙

谐风趣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中华

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无穷智慧。小

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声情并茂、抑

扬顿挫地跟着视频节奏吟诵《唐诗》《三

字经》等国学经典。随后，老师还给小

朋友讲起了国学经典小故事，孩子们个

个竖起耳朵认真听。故事讲完了，孩子

们意犹未尽，纷纷嚷嚷着让老师讲了一

个又一个。最后通过游戏和运动的方

式让孩子们再次感悟国学的魅力。

金宁社区注重发动党员志愿者力

量参与到暑期公益课堂，社区党员李玲

慧在了解到社区居民有书法培训需求

后，主动认领“书法老师”志愿服务岗，

义务为社区开展书法公益培训课。课

堂上，李老师给孩子们讲述了中国文字

的历史及书法知识，从最基本的执笔姿

势和写字坐姿开始教授，指导孩子们如

何运笔、掌控笔速等书写技巧，讲解每

个笔画的特点及书写时注意的事项，并

且示范了基本笔画的书写方法。

各社区开展的暑期小课堂得到了

孩子家长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表示社

区开展这样的活动，为孩子们搭建了一

个假期生活的良好舞台，让孩子们拥有

一个安全快乐、充满互动、增长知识的

快乐假期。

（通讯员 崔会景 倪楠楠 秦永 张萍）

暑期公益课堂打造“七彩假期”
为了让孩子们从

小树立环保意识，丰

富暑期生活和学习，8
月2日上午，长丰县生

态环境分局志愿者走

进水湖镇百川书屋，

开 展 暑 期 环 保 科 普

——垃圾分类 ，携手

“童”行生态环保志愿

服务活动。

活 动 现 场 ，志 愿

者为小朋友们讲解垃

圾分类的相关知识，

带小朋友认识、了解

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

可回收垃圾等。同时，

和小朋友一起做“垃圾

分类”小游戏，将事先

准备好的“垃圾卡片”

进行分类，发放环保知

识手册和小礼品，让同

学们遨游在环境保护

科普知识的海洋中。

主题活动使孩子们对垃圾分类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并能积极主动进行垃圾

分类探索，纷纷变成垃圾分类小能手。

垃圾分类系列活动的持续开展，

为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爱护环

境的种子。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争

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

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

添一抹绿色。 （通讯员 环保）

垃圾分类

携手

﹃
童
﹄
行

1、金 兆 良（ 身 份 证 ：

340121195106080431）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权证号：

340121100214080034J）声 明 作

废。

2、仇 多 颂（ 身 份 证 ：

340121196812081014）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声明作废。

3、杨 维 佑（ 身 份 证 ：

340121196403029178）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声明作废。

4、长丰县造甲乡富龙虾养

殖（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40121MA2U0WHX3Y）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5、长丰县造甲乡王学好养

殖 场（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40121MA2RW6TF38）遗 失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6、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申岩，

FGW395号“一卡通”遗失，声明

作废。

7、陆雨彤，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O341018338）声明作

废。

8、沈雨泽，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Q340000745）声明作

废。

9、阮淞涛，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R340019054）声明作

废。

10、阮心如，遗失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O340433015）声明

作废。

11、陈新凤，遗失残疾证（证

号 ：34012119560718376234）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在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中，长丰县吴山镇围绕主线主责，坚持

以动态监测为基础，以精准帮扶为抓

手，以项目建设为重点，通过聚焦责

任、政策、成效三个重点，持续筑牢防

返贫责任底线，为提升群众脱贫成色，

擦亮生活幸福底色提供了坚实保证。

聚焦动态监测，兜牢责任底线
吴山镇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

系统和安徽省防返贫监测大数据管

理平台为依托，扎实开展信息数据

采集和动态更新，通过大数据分析，

为精准帮扶提供指引；充分发挥基

层网格员力量，设置四级网格员233
人，通过开展培训、编印《网格化监

测手册》、实行“两亮一挂”制度等，

不断增强网格员履职热情；扎实开

展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集中排

查，通过组织“拉网式”排查，先后共

走访农户 12022户42850人，18户33
人被纳入监测户管理，有力的兜牢

了全镇防返贫工作底线。

聚焦政策落实，巩固脱贫成效
吴山镇将常态化排查和集中排

查结合起来，持续巩固“两不愁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解决，动态清零；精准扎实做好

各类政策帮扶，先后为259户脱贫户

送去鹅苗 5000 只，帮助发展特色种

养业；持续发挥公益性岗位兜底性

帮扶作用，新增开发公益性岗位 35
人，建立完善务工信息台账，及时关

注因疫回流人员就业情况，累计帮

扶 5 名脱贫户安置就业。按照应保

尽保、应贷尽贷原则，提前完成二季

度小额信贷首批任务，帮助办理“防

贫保”1112户2045人。

聚焦项目管理，发挥带动作用
吴山镇科学编制项目库，更新

调整项目库 5 个，涉及资金 6650 万

元，狠抓衔接资金项目实施，全年推

进实施衔接资金项目3个，累计投入

财政资金 374.6万元；抓好扶贫资产

项目后续管理，按照分年分类管理

要求对 74 个公益性资产、24 个经营

性资产和 1 个到户类资产进行梳理

强化；重点加大对光伏电站、扶贫大

棚、产业基地等经营性资产项目在

合同签订、收益分配、运营维护等各

个环节的监督管理，严格实公示公

开制度，确保资产项目稳定运营，持

续发挥效益。 （通讯员 范恒欣）

吴山镇：

以“三个聚焦”持续提升脱贫成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