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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陵市郊区：财政支出降升之间暖民生

新华社乌鲁木齐 12 月 6 日电(记者关俏
俏)经过多场风雪“洗礼”，位于新疆北部的塔
城地区已是银装素裹，房顶、田间、原野、高
山……到处都被皑皑白雪覆盖。当各地忙着
应对“冷冬”之时，距离塔城市 300 多公里的
“冬窝子”哈拉包尔却是暖意融融。

在新疆北部，不少哈萨克族牧民还保持
着传统游牧生活，一年四季逐水草迁徙，转
场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方式。当冬季大雪覆
盖草原，牛羊无法吃草，牧民便将牛羊赶到
海拔较低、风雪较小的冬牧场过冬。“哈拉
包尔”就是这样一处地方，因为冬季降雪
少，成为塔城地区托里县多拉特乡三个牧业
村的冬牧场。

今冬新疆多地降雪时间较往年早，持续
时间长，给牧民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12
月 3 日，记者跟随援疆干部驱车辗转 6 个小
时，进入冬窝子探访牧民今冬的生产生活。

每年 12 月 20 日到次年 3 月 20 日融雪
时，牧民都会赶着牲畜到“冬窝子”越冬。多年
来，在哈拉包尔越冬的近 5000头牲畜在转入
冬牧场时，因直线距离的牧道道路难行，需绕
行 100 公里，给牧民带来极大不便。今年 11
月入冬前，辽宁援疆干部帮助多拉特乡将 20
公里的牧道修缮完成，以彻底解决牧民转场
困难。

“新修的牧道大大缩短了转场牧民、牲畜
进入冬牧场需要花费的时间，还能在冬季遇
到饲草料短缺时，方便向冬牧场及时调运饲
草料。”驻村干部李卫国说。

驶离国道，前往哈拉包尔的牧道变得异
常颠簸难走。车辆一会儿骑上山梁，一会儿转
入沟底，一会儿缓慢行进在冰河上，车速几乎
不到每小时 20 公里。同行的援疆干部告诉记

者，在这里没有向导很容易迷路，此前运输物
资的卡车因为迷路又不敢停车，兜兜转转了
11 个小时才得以进入。
记者一行的目的地是多拉特乡阿克塞村

牧民阿尔淖·达吾提的家。先期用卡车运送进
冬窝子的面粉、食用油等早已被整齐码放在
房前的空地上。从周边或骑马或骑摩托车赶
来的牧民挤满了空地，房屋两旁成了摩托车
和马匹的“停车位”。

简单地相互介绍后，援疆干部和村民们
进行了拔河、叼羊等活动。一时间，“冬窝子”
里笑声阵阵，暖意融融。零下 20 摄氏度的低
温没能挡住大家在户外活动的热情。

据阿克塞村“第一书记”木拉提·哈孜介
绍，阿克塞村 453 户牧民中有 201 户是贫困
户，是典型的牧业贫困村，今年通过外出就
业、扩大养殖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脱贫。

“但近两年肉价下跌对牧民生产产生了

一定影响。”木拉提·哈孜说，今冬羊价跌至每
只 400 元左右，使牧民收入大幅缩减。辽宁援
疆指挥部总领队王延东马上出谋划策，建议
为牧民送来毛裤等御寒物资的新疆金塔毛纺
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宗涛考虑长年直购阿克
塞村的优质羊毛。意向达成后，木拉提·哈孜
很是兴奋：“这下牧民的羊毛也能增加一笔不
小的收入。”

天色渐暗，牧民们纷纷将领到的面粉、食
用油和毛裤等御寒物资绑在摩托车和马背
上，在天黑前赶回几十公里外各自的家。不一
会儿，室外逐渐安静下来，只有偶尔的几声犬
吠回荡在冬窝子空旷的山野间。
室内，主人阿尔淖·达吾提端上热热的奶

茶和哈萨克族特色吃食。盘腿坐在炕上，75
岁的老支书沃拉孜哈孜·马俄加木讲起了这
些年的变化：2000 年以前，村里没有一个大
学生，如今大学生已有 43 人，今年考入大学
的就有 17 人。木拉提·哈孜介绍，凡是上大学
的贫困户子女都有 4000 元-9000 元不等的
补助，减轻了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

今年，阿克塞村还在村部周边为 84 户牧
民建了新房，阿尔淖·达吾提一家也是补助政
策的受益者。“来年装扮一新就能迁入新居
了。”阿尔淖·达吾提说，“今年冬窝子里还架
设了信号塔，不用再爬到山顶找信号，坐在家
里就能接打电话。近两年分期配备的户户通
和太阳能不仅方便了牧民的生活，还大大地
减少了生活开支。”

第二天，在阿尔淖·达吾提家借宿一宿的
援疆干部婉拒了主人预备早饭的好意，将随
身带来的蔬菜水果留给了主人。返程途中，路
过的牧家炊烟袅袅，几户人家正在门前宰牛
宰马，储备越冬的食物。

新疆北部牧区见闻：冬窝子冷冬不“冷”

▲在距离塔城市 300 公里的托里县多拉特乡“冬窝子”哈拉包尔，阿克塞村村
民领到援疆干部送来的生活物资（ 12 月 3 日摄）。 新华社发

问村哪得美如斯 为有源头好水来

近年来，安徽省铜陵市郊区区委、区政府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重点，严格控制
行政成本，2015 年仅“三公经费”就下降
20 . 6%，同时，逐年加大民生事业投入，2015
年该区民生类支出达 4 . 6 亿元，占区直财政
总支出的 89 . 5%，“一降一升”中体现出浓浓
的民生情怀。

加强民生保障

实施“银龄安康”行动

铜陵市郊区五年间先后实施了农村道路
畅通工程、农村危房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贫困残疾人救助与康复、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工程、棚户区改造等国家、
省、市的各类民生工程 172项和为民办实事工
程 14 项，解决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
民生问题。2015年，郊区居民社会养老、医疗覆
盖面不断扩大，在铜陵市率先开展特困人员住
院护理费补助试点，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农村五保供养标准提高了 10%以上。

今年，铜陵市郊区共实施 7 项惠老民生

工程，让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提升
生活幸福指数。其中包括“银龄安康”行动。采
取政府统一参保和个人自愿参保的方式，政
府为低保、五保等生活贫困的老年人统一购
买意外伤害保险，其他老年人由个人出资自
愿参保，目前该区参保率超过 40%，保险理
赔 15 起，赔付资金 7 . 4万元；实施民生保险
工程。该区财政为全区所有 60 岁以上老人统
一投保民生保险，目前保险赔付 2 起，赔付资
金 10万元；实施高龄津贴制度。建立适度普
惠型老年福利制度，为全区 80 岁以上老年人
发放高龄津贴，上半年为 2371 人发放高龄津
贴共 45 . 2万元。

加大教育投入

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9 月开学季，铜陵市郊区的店门口小学
学生们如期上课，与以往不同的是，随着学校
网络直播中心的建成，他们的校园已经完成
了在线课堂建设。而在过去的一年，大院、显
化、马鞍等小学也完成了在线课堂建设，为郊

区的教育均衡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2015 年，郊区还完成了大通中心学校、铜山
中心小学数字化校园建设。郊区在教育支出
方面达到了 9308万元，同比增长 21 . 8%，超
过历史最好水平。

一直以来，郊区着力优化调整教育布局，
结合学校标准化建设及新农村建设总体规
划，制定了《郊区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
施方案》，近年来先后投入 6000 多万元，合并
了 8 所小学，并新建了店门口、望江亭、临湖
3 所小学，其中店门口学校已成为全市占地
面积最大、建筑面积最大、功能室最全、教学
设备最优的学校之一。郊区在铜陵市率先启
动教师支教交流工作，近年来，全区共有 169
名教师进行了支教交流，涌现出一大批支教
交流教师的感人事迹。

推进棚户改造

解决困难群众住房

2015 年铜陵市郊区全面完成辖区长江
八组、白鹤三和四组等 6 个棚户区改造任务，

1900 多名群众“出棚进楼”。今年以来，郊区
突出危房改造工作重点，以优先安排解决最
困难群体住房条件为落脚点，严格按照“户申
请、村评议、乡镇办审核、区审批”程序，实行
全程阳光操作，用心支持农村“住房最危险、
经济最困难”群众建设最基本的安全住房，做
实做好危房改造。目前，该区已完成危房改造
1446 户。

佘开元是铜陵市郊区大通古镇澜溪老街
上的一名住户，在街上制作、售卖芝麻糖已经
40 多年。澜溪街修缮改造时他的心里还有一
定抵触，但在改造完成后，街道修旧如旧，各
项基础设施得到完善，游客越来越多。佘开元
高兴地告诉记者：“比如原来一年做到 500
斤，现在我们做到 1000斤都不愁卖，都有顾
客来，对我们生意很好。”

铜陵市郊区区委书记纪红兵说：“关注民
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政府义
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坚持民生优先，加大民生
投入，就是竭力解决老百姓最直接、最关心、
最现实的问题，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 (杨纲要)

63 岁的上海退休工人老郑一直不知道，
喝了大半辈子的黄浦江水，原来是从距离上
海 400 公里的龙王山里流过来的。上个周末，
到黄浦江源第一村——— 浙江安吉县章村镇长
潭村的农家乐玩过之后，他看着山间流出的
清澈溪水说：“我要带一瓶黄浦江源头的溪水
回去，给我的小孙女冲奶粉喝。”

黄浦江源头的水有多清？“我们村里的水
都是一类水质，基本上可以直接饮用。”章村
镇长潭村党支部书记朱雪慧说，因为长潭村

位于黄浦江的源头——— 浙北地区第一高峰龙
王山的山脚下。

在见识了长潭村的清波盈盈之后，老郑
也和很多寻源而来的上海人一样放心了。“不
得了，村里的垃圾分类搞得比我们小区还好，
家家户户的外墙上都装着好几根管道，马桶
里冲出来的水、厨房倒出来的水、洗澡水、洗
菜水……不同的水流到不同的管道里去，达
到标准了才能排放出来。”老郑对眼前这个美
丽干净的新农村大为叹服。

“作为黄浦江的源头村，我们有责任保护
好水环境。”朱雪慧说，山区的水质本身就不
错，过去村里的水污染源主要来自无序排放
的生活污水，这几年，借着浙江省“五水共治”
工作的推进，村里也上马了生活污水处理工
程，再配合河道整治工作，长潭村的河水越来

越清澈了。
水清了，环境好了，村民顺势扮靓庭院，

发展起了农家乐。长潭村村口的双鱼堂就是
其中一家，老板储茂清说：“多亏了‘五水共
治’，村里的水环境变好了，还开发了漂流等
水上项目，再依托‘黄浦江源头’这样的景区资
源，客人越来越多了。”

统计显示，去年长潭村的游客接待量达
到了 16万人次。今年截至 10 月底，游客接待
量已经超过 20 万人次，其中上海人占到了
70%。依托好山好水，“黄浦江源第一村”的名
气越来越大，不少本地人开始回乡投资民宿。
“光在长潭村，就有 40 多家像双鱼堂这样的
农家乐，因为吃到了保护环境的甜头，老板们
对于污水处理项目非常支持，不但主动升级
自家污水处理设施，还自觉做好各种生活垃

圾的处理。”朱雪慧说。
“过去我们‘卖资源’，现在我们‘卖

风景’？”安吉县章村镇党委委员郭俊杰
说，过去章村镇的主要工业项目是竹制品企
业及个别箱包和罐头生产企业，为保护生态
环境，章村镇对污染较大的竹制品企业和罐
头企业进行了整改淘汰，章村镇原有竹制品
企业 23 家，整治后核减淘汰 8 家，计划到
2017 年共核减 12家。

关停污染大的旧企业，迎来朝气蓬勃的
新产业，郭俊杰认为，这是“五水共治”倒逼产
业转型的有力佐证，“治水工作既改善了母亲
河的水质，又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五水共治’
的成果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造福
了百姓！”郭俊杰感慨地说。

（本报记者何欣荣、王京雪）

驻
村
要
﹃
住
﹄
进
村
民
心
里

海
南
﹃
第
一
书
记
﹄
驻
村
扶
贫
记

新华社海口 12 月 6 日
电(记者柳昌林、赵叶苹)海
南岛不大，但贫困人口分布
点多面广。从 2015 年 6 月开
始，海南省从机关干部、后备
干部及国有企事业单位选派
两批 918 名第一书记，赴全
省建档立卡贫困村、党组织
软弱涣散村任职。一年多来，
他们带领村“两委”成员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发展经济，推
动精准扶贫，密切了党群关
系。第一书记们开始“住”进
了村民的心里。

摸村情问民需，

第一书记和群众坐

在了一起

驻村的 918 名第一书记
大多是“80 后”。开始，老百
姓对他们满心疑惑，“干部下
乡走过场，不顶用”。第一书
记们则两眼一抹黑，“村子这
么穷，从哪开始干？”

为让群众接纳，第一书
记采取了各种办法。有的拎
着米酒去给村民出力盖房
子，有的到贫困户、孤寡老人
家里嘘寒问暖……拉近心的
距离。

打开了心结，第一书记
和群众坐在了一起。“你们认为应该最先干什么？”“修路、盖
房、搞生产，哪个最急？”“搞养殖销路愁不愁？有没有人能带
头？”摸村情问民需，第一书记们迈开腿张开嘴，四处问政策
找项目。

定安县红花岭村是海南岛北部一个典型的贫穷村，海
南省直机关工委干部符气和就在这个村任第一书记。一年
间，这个村发生了很大变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10 条村
路、40 多户危房改造、光网入村……他还请来省农业学校
在村民家门口举办免费中专班。

南部山区保亭县什那村，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这个村
的第一书记董朋阶“跑来”2000 余万元资金，给村里引进了
大大小小 40 多个项目，建村道，修饮水设施，改造村小学，
资助贫困家庭大学生，发展特色产业，还准备与一家企业合
作发展乡村旅游。

海南省委组织部介绍，过去一年，第一书记协调落实基
础设施项目 1995 个，总投资 12 . 8 亿余元；组织村干部外
出学习 10732 人次，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2017 名、村级后备
干部 2378 名……第一书记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普遍认可
和称赞，他们已经“住”进了村民的心里。

用心用情，让扶贫项目真正落在贫困村

“很难想象，在贫困村里落实一个项目比争取指标还要
难。”让符气和没想到的是，修路原本是红花岭村民的最大
心愿，但项目批了真的要修路了，有的不愿砍树，有的不愿
让地，有的要危房改造指标，有的要“多修几十米到我家门
口”……

在琼中县岭门村担任第一书记的黄海军也没想到，信
用社资助 5000 元、群众自掏 5000 元、免息贷款 5000 元，几
乎白给的扶贫项目竟有贫困户不响应。

如何让扶贫项目在贫困村落下来？如何让群众树立起脱
贫的信心和决心？复杂的村情民情考验着每一位第一书记。

“我的办法就是先迈进贫困户的门槛，再住进贫困户的
心坎。”黄海军说，为了让“酒鬼”王成安发展生产，他给他打
比方、算细账，为他办贷款，再一起去选羊，羊下崽了他拍手
高兴，羊生病了他找来兽医。村民说，黄海军对王成安的用
心超过了自己家人。

为了避免扶贫项目失败伤农，琼中县湾岭镇鸭坡村第
一书记秦家越在发展山鸡养殖之前，带领村民跑遍了海口
的大小市场，找准了销路再生产，7 户贫困户加入山鸡合作
社一举成功，山鸡蛋供不应求。

为了让争取来的修路项目顺利开工，符气和带领村干
部开了 7 次让地协调会，最晚开到凌晨 1 点，还分头上门一
家一户做工作，分析路通后会带来哪些好处等等。精诚所
至，金石为开，村民们终于让出了修路的土地，盼了几十年
的路修成了，全村百姓都很感激他。

“第一书记们用耐心细致、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拉近
了党群之间的情感距离，架起了党群之间沟通的桥梁。”海
南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郑文权说。

懂农村爱农村，第一书记发挥堡垒作用

郑文权说，在海南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成长了一批懂农
村爱农村的第一书记，他们做出了成绩、锤炼了身心，并通过
建强基层，对农村的组织建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冯亚全是海南省发改委的一名干部，去年 7 月他到保
亭县保城镇番文村担任第一书记后，一手抓基础设施建设，
一手抓村干部学习培训。他鼓励村里党员在群众中“立”起
来，凡是有利于村民的事都让村干部去落实，凡是有矛盾的
活就自己扛在肩上。两委干部在村民中的威信与日俱增。

临高县铺仔村第一书记裴兴旺在村里建起了 4 张爱心
“名片”：“为民跑腿服务站”“暖心墙”“爱心餐厅”“爱心助
学”，通过便民为民服务，提升了党员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
形象，为深入开展扶贫打下坚实了群众基础。

第一书记驻村有任期，村党支部才是“永远不走的工作
队”。为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第一书记们抓住海南去年基层
组织换届的契机，培养、吸收了一批能力强的治村能人进入
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是党的书记，他们与老百姓同甘共苦、攻坚
克难，凝聚力强，影响力大。”郑文权说，只有对老百姓充满
感情，制定政策才懂得换位思考。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巩固
执政基础有效的平台。

开始，老百姓对他

们满心疑惑，“干部下乡

走过场，不顶用”。第一

书记们则两眼一抹黑，

“村子这么穷，从哪开始

干？”

为让群众接纳，第

一书记采取了各种办

法。有的拎着米酒去给

村民出力盖房子，有的

到贫困户 、孤寡老人家

里嘘寒问暖……

江西省东
乡县瑶圩乡文溪
村农民在藕田里
收 获 花 奇 莲 莲
藕。

日前，文溪
村莲藕产业扶贫
示范基地的 500
亩花奇莲莲藕喜
获丰收。该基地
采取“基地+贫
困户”模式进行
示范种植，基地
藕种目前已被全
部订购，亩产值
达 1 万多元。

新华社发
（何江华摄）

喜喜收收

莲莲藕藕
新华社杭州电企业投钱出力“认养”河

道、假日支部在职党员“领养”河道、各方
志愿者义务护水……近年来，浙江绍兴市新
昌县围绕长效治水目标，全力破解治水资金
难题， 2014 年以来已累计投入治水资金
173 . 32 亿元，全县新昌江、澄潭江、黄泽江
“三江”交接断面水质均达到Ⅱ类水标准。

为扎实推进水环境治理，新昌建立政府
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治水投入机
制——— 主动与政策性银行加强金融合作，争
取开发性金融政策的扶持，专项支持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项目；充分发挥企业债券融资优
势募集资金，重点用于重大“五水共治”项目；
采取市场化方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投资
2 .38 亿元建设生态化垃圾处理终端项目。

新昌不断引导和支持民企、社会团体、个
人等社会力量进入“治水大军”。一方面，推进
百企联百村制度，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为重
点帮扶项目，确保每村能得到相对均衡的帮
扶。另一方面，推行河道“认养”制，县域内企
业或个人通过提供保洁资金、参与河道管护。
目前，县、乡级河道已全部被 127家企业和个
人完成“认养”，“认养”资金达到 500 余万元。

新昌治水“总动员”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