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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

李淼荣
···

近年来，汾口镇妇联按照省市县

妇联的部署要求，将组织发展来料加

工作为解决农村闲置劳动力创业就业

的“民心工程”来推进，把促进来料加

工业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

径，通过深入调研、建立基地、宣传典

型、培育队伍、强化服务等措施，树立

起了县域来料加工强镇金字招牌，打

造出了产业集群效应。

“做一天饰品粘合能赚50—70块

钱，家里日常开销不用愁了。”前几天，

63岁的汾口镇龙源村村民余小竹，坐

在自家门口的竹椅上边熟练地使用胶

枪边说。

在龙源村，像余小竹这样的村民

还有一百多个。龙源村是汾口镇的经

济薄弱村，自然资源较缺，人均收益较

少。针对现实情况，村两委因势利导

引进来料加工套笔加工点，逐渐成为

远近闻名的“套笔一条龙”专业村。

套笔方便，但是效益不高。为了

实现转型升级，镇妇联带领部分经纪

人外出取经，成功引进饰品加工、电子

产品加工等，为村民带来了翻番的加

工费，不仅带动本村农户增收，也辐射

了周边四五个村。如今，龙源村拥有

15个从业人员以上的加工点8个，人

均收入达1500—2500左右。

来料加工产业不大，带动增收效应

却很强。截至目前，汾口来料加工经纪

人已达118名，发展来料加工企业40

家，来料加工从业人员3900多人，人均

增收达1000余元。下一步，汾口镇将

继续培育和深入挖掘来料加工示范基

地、先进村、龙头企业等，尤其注重通过

各村妇联的宣传和示范，广泛带动群众

参与来料加工，实现从农户到加工户、

从参与者到主导者的转变。

企业四十家“老板”百来个 从业四千人

汾口镇“百姓经济”激发增收潜能
记者
··

吴若虹
···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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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丹薇
···

家门口的净净和亲亲，迎接着远方

的游客，“清净茶合”见证着清洁乡村的

历程，诉说着AAA级景区村落创建的

历史。

“这个村历史悠久，保留了原有的历

史建筑，更让我们感受到了村级建设与

现代发展结合的步伐。水渠清澈见底，

家家户户门口都能看见垃圾桶，村庄整

体特别干净。”日前，无党派工作人员走

进威坪镇茶合、汪川等村，均被乡村大环

保实绩所感染。

茶合村自清洁乡村工作开展以来，全

村配备“黄绿桶”共计357只，发放垃圾分

类宣传手册100余本，村口布置垃圾分类

示意图等，切实做到家家户户参与和学习

垃圾分类知识。村里还特意组织了垃圾

分类趣味运动会，各村选派村民代表参

赛，用时最短，正确率高的村获胜。

而距离茶合20分钟车程的AAA

级景区汪川村，今年10月份成功实现了

污水处理示范村的创建。

汪川村位于威坪镇七都源，山色青

青，民风淳朴，而多年以来，污水治理工

作一直是该村“老大难”问题，影响着村

容村貌。

“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打造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示范村，给老百姓一个舒心

的生活环境。”这是汪川村党组织书记给

全村老百姓的承诺。于是，在原有改造

的基础上，汪川村再投资50万元对治理

设施进行提升改造。

通过汪川1号终端池提升改造，全

村窨井盖钉立标识标牌，“两黑三灰”应

纳尽纳，简易洗衣台板更换为“一体化洗

衣台板”，新增一体化接户井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并

且通过专业队伍标准化运维，汪川1号终端设备运

行正常，出水水质持续稳定，达到DB33/973-2015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

一级排放标准。

无党派人士认为，大环保工作是农村发展的基

础，而林地、农业、旅游等产业离不开环境的辅助，茶合

村、汪川村已然成为威坪镇新农村建设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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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淳安县银行业协会成员走
进社区，采用举办金融知识讲座、设立
定点服务站等形式，开展深化“三服务”
活动。

本次活动由浙江银保监局淳安监
管组指导，交通银行淳安支行主办，农
业银行、泰隆银行、台州银行、宁波银行
淳安支行和淳安农商银行协办，旨在向
群众普及金融知识，提高群众金融消费
权益防范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受到市
民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郑晓鹏 记者 郭佳 摄

银行业银行业““三服务三服务””
活动进社区活动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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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力提高“大下姜”区域

库区移民生产生活水平，近三

年来县民政局共安排移民项目

41个，补助资金1463万元。

移民项目具体分三类实

施。其中扶持基础设施项目29

个，补助资金1145万元，扶持

建设农居点两处350万元、淳

楼及铜笋线公路整修 183 万

元、公厕6处60万元、文化设施

4处100万元、村庄道路整治15

处等，有力促进了“大下姜”库

区基础设施的改善。扶持开发

性生产项目 12 个，补助资金

318万元，扶持建设下姜红色文

化培训接待中心、枫树岭镇消

薄增收产业园、源塘村农产品

加工厂房、薛家源和上江村物

业楼等项目，有力促进了各行

政村消薄增收目标实现。如通

过移民开发性项目扶持，薛家

源村集体物业楼项目年租赁收

入10万元、源塘村集体农产品

加工厂租赁收入15万元。此

外，持续强化移民科技培训力

度，投入培训资金10万元，通

过对库区移民的扶知识、扶技

术、扶思路，着力提升脱贫致富

的综合素质，增强移民劳动者

的技能和创业致富能力。

下步民政局将围绕“大下

姜”认真做好移民项目计划的

编排，大力扶持一批具有引领、

示范、带动当地百姓普遍受益

的项目，继续以消薄增收为目

标，确实做到资金到项目、效益

到移民的目标实现。

县民政局

41个项目助力“大下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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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县惠民物业公司组织宣讲员走进一家山

水小区，开展了垃圾分类宣传进小区活动，并上门发

放垃圾分类宣传单。

活动现场，宣讲员向现场咨询的居民耐心讲解

了垃圾分类、怎么分类以及分类后如何处理等问

题。并详细介绍了“四色”垃圾桶分类标志,如可回

收垃圾、有机沤肥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建筑垃圾等，

还组织居民进行了垃圾分类投放比赛。

惠民物业
垃圾分类做“家教”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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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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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压紧压实主体责

任，打通基层纪检监察“最后一

公里”，近年来，王阜乡坚持注

重“三线合一”，从严从细入手，

在日常工作中架构起全方位、

立体式、多维度的监督网络。

“始终把公民监督作为促进

公职人员履职担责的有效手段，

重点围绕扶贫和民生领域、村级

‘三资’管理、工程项目建设等方

面，拓宽监督渠道，认真做好群

众来信来访和疑似问题线索处

置工作。”王阜乡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设置“防护线”、筑牢“警

戒线”、严防“高压线”等措施，该

乡已进一步强化了全乡党员干

部的行动自觉和责任担当，特别

在聚焦消薄增收、环境污染防治、

农村“两费”收缴等决策部署和查

纠“三不”行为方面，综合运用批

评教育、诫勉谈话等问责方式，亮

明纪律“红线”。截至目前，乡纪

委监察办已谈话提醒68人次，批

评教育12人，诫勉10人。

下阶段，该乡还将继续坚

持惩教结合的原则，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

全乡范围深化老党员、老干部

“忆初心促担当”典型引领，持

续营造担当作为、干净干事的

浓厚氛围。

王阜乡

对纪律红线“一触即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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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4日，县关工委宣讲

团送课到梓桐镇中，为梓桐镇

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深入开展注入了新内

涵。全校党员教师、部分非党

员教师和学生代表聆听了本堂

主题教育课。

宣讲团讲课围绕《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主体，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之个人行为层

面，用具体的人物事例阐述了

“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的内涵及表现形式。老师

激情满怀，榜样人物事例生动

具体，师生们兴趣盎然，聚精会

神，下课铃响了还意犹未尽。

钱学森、邓稼先等一批爱

国先辈，世界邮递员的楷模王

顺友、掏粪工人时传祥、蓝领

专家孔祥瑞、京剧名旦梅兰芳

等各行敬业模范，出租车司机

李永生、季札挂剑的诚信故

事，六尺巷的邻里友善等一系

列故事，让师生们深刻领悟到

了自己该如何“扣好人生的第

一粒扣子”，做好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

县关工委

宣讲团送课到梓桐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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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村小学紧紧围绕“竹马之乡”开展学校竹马文

化创建，打造出一个个主题鲜明又各具个性特色的

班级文化。

活动中，师生们一起动手，巧妙构思，精心布置，

有“一马当先”中队、“天马行空”中队、“马不停蹄”中

队、“快马加鞭”中队、“马到成功”中队，有“争马风

采”的评比栏、“千里马擂台”的竞争栏、“千里马成长

足迹”等学生成长园地，也有“伯乐之教诲”的教师赠

言，展示了多姿多彩的“竹马”文化，该校已被确定为

“淳安竹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宋村乡
竹马从娃娃跳起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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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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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

方剑国
···

杨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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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新颖独特，教学方法机智灵活。近日，

威坪镇初级中学党支部围绕“党建引领促教育，教书

育人争先锋”的理念，在全校开展的党员教师“亮身

份、树标杆”暨“党建+示范课”教学展示主题活动，

让课堂融入了新元素。

据了解，示范课活动具有时效性、针对性等特

点，该校党支部做了前置性的教师教学需求设计全

面调研部署，分别从语、数、英、科学、社会五门学

科中各挑选一名优秀党员教师进行示范课展示。

展现了党员应有的风采和能力，单元教师先锋示范

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切实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就

是教师中的一面旗帜、一根标杆”的示范引领作

用。老师们纷纷表示，在今后教学中将进一步找准

教学着力点，把示范活动成果运用到课堂中，优化教

学知行合一。

“教学展示主题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党员教师专

业素养，发挥党员引领、党员示范岗的先锋模范作

用，促进学科建设与研究。”该校校长方剑国介绍说，

该活动以学校党支部抓紧抓实党建工作与教学工作

融合发展为理念，着力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激

发了广大党员教师引领示范效应。下阶段，学校将

继续以“党员示范课”活动为契机，引领广大教师研

究学生，优化教学设计，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手

段，面向全体学生，向课堂40分钟要质量，切实提高

学校教育教学水平。

威坪镇初中
开设党员示范课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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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临岐派出所民警上山为九旬老人服务的

事迹受到当地群众点赞。

前期，临岐镇某村网格员向派出所反映，村里

有一位老人因办理社保需要重新办理身份证，但因

年逾九旬，行动不便无法亲自到派出所办理。民警

得知该情况后，积极与老人家人取得联系，约好办证

时间。

老人所居住的村落在山腰上，路较狭小，警车无

法驶入，派出所窗口工作人员只能徒步进村。民警

耐心为老人采集指纹、照片信息，用于办理身份证挂

失补证业务，并向老人和附近村民宣传了秋冬季防

盗、防火灾等安全防范知识。眼看天色渐晚，工作人

员顺便帮老人将门前晒着的油茶籽收进家中。

临岐派出所民警
办证上山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