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大力开展消费帮扶和产业帮扶助力

太安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的倡议书

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和各行业协会：

太安村是革命老区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所属的一个行

政村，由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牵头联系帮扶。2014

年,太安村被确定为贫困村。2017 年以来，在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和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各部门、各行业以及社会各

界的大力帮扶和支持下，在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

众的艰苦努力下，太安村顺利脱贫摘帽，贫困人口实现“两

不愁三保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改善，村集体经

济收入持续增加。

当前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和安排，太安村与全国所有脱

贫村一道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相衔接阶

段。对照国家有关工作目标要求，该村仍然存在基础设施不

完善、产业基础薄弱、因病因灾所致的困难群众比较多等问

题，同时因疫情影响，农副产品流通不畅，部分农副产品出

现滞销现象，影响脱贫人口收入，可能导致脱贫户、边缘户



出现返贫致贫。

加快产业发展，培育出一批特色农产品，引导脱贫群众

务工就业，是该村目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支撑。

驻村以来，我们积极引导发展稻虾稻鳖绿色生态大米以及六

安瓜片等经济作物，同时发挥村从事建筑务工人员较多的资

源优势，成立太安建筑劳务公司和安徽万保新型建筑材料公

司，既带动脱贫人口就业、增加脱贫人口收入，又开拓集体

经济增收新渠道。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市、区关于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部署和要求，发挥全省住房城

乡建设系统的社会帮扶作用，帮助脱贫群众增收，缓解脱贫

群众因病因灾因“疫”返贫、致贫的压力，支持太安村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我们向大家发出以下倡议。

一、希望各单位持续推进消费帮扶工作。充分调动本单

位、本行业、本系统、本领域资源力量，通过定向购买、组

织职工购买、“以购代捐”、工会购买节日慰问品，采取线

上（832 消费帮扶平台）线下方式采购太安村无公害大米、

菜籽油、茶叶等特色农产品。

二、希望各单位支持村办企业发展。请有关单位和企业

在同等质量和价格的前提下，将太安村办安徽万保涂料有限

公司生产的天然真石漆、水包水多彩漆等系列产品列入产品

采购目录，或与该公司在施工方面进行合作（该公司具有建

筑装饰装修二级资质），有关部门在实施老旧小区和棚户区

改造项目时，在同等条件下酌情考虑使用该公司生产的系列



产品，扶持和带动企业发展。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

请有关单位和企业在实施工程项目时酌情考虑与村办太安

建筑劳务公司合作，促进脱贫群众就业、稳定增收。

三、希望各单位帮助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捐建、

共建等方式，支持帮助太安村完善道路、路灯、绿化和农田

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通过结对帮扶帮助困难群众修缮

房屋，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

四、希望各单位助力村产业发展。欢迎有投资意愿的企

业来村发展现代种植业、养殖业、智慧农业、康养民宿业、

园林花卉业，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

吃水不忘挖井人。老区人民在革命时期抛头颅、洒热血，

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今天，让我们在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期，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

大力开展消费帮扶和产业帮扶，彰显“住建担当与责任”，

集聚全省住建行业之力，共同为老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真诚期待您的参与，并向您表示衷心感谢！

联系人：

夏涛 省住建厅办公室二级调研员、驻太安村工作队

队长、第一书记 电话：18055188709

周磊 太安村党支部委员、村办祥东商贸有限公司职业

经理人 电话：13516459255

王启东 安徽万保涂料有限公司、太安建筑劳务公司法

定代表人 电话：15056444425

附件：





太安村祥东商贸有限公司特色农产品目录

序号 类别 农产品名称 规格 单位 价格(元） 备注

1

粮油

系列

稻鳖共养大米 5kg/袋 袋 80

未抛光更营养

2
稻虾共生大米

5kg/袋 袋 60

3 10kg/袋 袋 120

4 生态优质大米 10kg/袋 袋 80

5 优质大米 25kg/袋 袋 150

6 手工挂面 2kg/盒 盒 40 传统工艺制作

7 农家菜籽油 5L/桶 桶 80

8 芝麻香油 500ml/瓶，2瓶/盒 盒 80

9 纯正野山茶油 500ml/瓶，2瓶/盒 盒 258

10 人工抚育山茶油 500ml/瓶，2瓶/盒 盒 218

11

农家土

特产

系列

农家散养大麻鸭 约 4-5 斤/只 只 188 元/只

12 农家散养土公鸡 约 5-6 斤/只 只 198 元/只

13 农家散养老母鸡 约 4-5 斤/只 只 258 元/只

14 农家散养皖西大白鹅 约 12斤/只 只 420 元/只

15 水库散养甲鱼 约 2-4 斤/只 只 130 元/斤

16 散养山羊 约 35斤/只 只 68元/斤 山林放养

17 黑毛猪肉 一年养殖周期 斤 35元/斤 山林放养

18 农户散养土鸡蛋 60 个/盒 盒 120 元/盒 山林放养

19 农户自养蜂蜜 500g/瓶 瓶 188 元/瓶 野外放养

20

地方特

色产品

茶叶（六安瓜片） 500g/盒 盒

450 元、800

元、1200 元/

盒

礼盒包装

21 茶叶（霍山黃芽） 500g/盒 盒

350 元、750

元、1000 元/

盒

礼盒包装

22 霍山石斛 50g/盒 盒
750 元、1250

元/盒
礼盒包装

23 霍山石斛花 100g/盒 盒
350 元、500

元/盒



24 徐集花生糖 300g/袋 袋 15

可提供礼盒包

装（多种口味

包装）

25

干货

系列

香菇 300g/袋 袋 55

26 花菇 250g/袋 袋 55

27 黑木耳 250g/袋 袋 30

28 茶树菇 200g/袋 袋 45

29 银耳 150g/袋 袋 30

30 笋干 250g/袋 袋 58

31 笋丝 250g/袋 袋 58

32 珍珠菜 200g/袋 袋 40

33 白木耳 300g/袋 袋 66

34 猴头菇 150g/袋 袋 35

35 竹荪 100g/袋 袋 65

36 百合 100g/袋 袋 25

37 将军菜 200g/袋 袋 25

38 黄花菜 150g/袋 袋 32

39 沙岗店干萝卜丝 250g/袋 袋 20

40 山芋粉 500g/袋 袋 18

41 野生葛根粉 250g/袋 袋 75

42 干辣椒 250g/袋 袋 20

43

大 礼 包

系列（根

据 以 上

产品，可

自 由 搭

配）

套餐一：300 元 套餐二：400 元
套餐三：500

元

套餐四：600

元

名称：六安市祥东商贸有限公司。

开户行及账号：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独山支行

223022416501000002

联系人：周 磊

联系电话：13516459255（微信同号）



六安市太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一、 企业概况

六安市太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0 月，

注册资金 100 万元整，企业所在地：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太

安村。2022 年 4 月，太安村委会正式入股该公司，实行合作

经营，旨在带动太安村脱贫户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

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公司从一个贫困村小企业起步，在省住建厅驻太安村工

作队的帮扶与指导下，快速发展，已经拥有成熟的劳务管理

经验和较强的管理队伍。公司架构合理，管理科学，专业工

种齐全，具有提供工业与民用建筑、具备砌筑、模板、钢筋、

抹灰、混凝土、焊接、脚手架、水电、木工和油漆等大中型

工程项目建设的分包能力，能够通过强有力的组织措施与制

度建设，切实保障了一线工程各项施工需求，尽力满足顾客

对不同目标、不同工种的技术要求。

二、经营宗旨

公司牢固树立“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企业宗旨，坚

定“精心铸造精品工程，诚心服务广大用户”的经营信念，

遵章守法，恪守职业道德，努力做一个区别于同行业的劳务



企业，改变世人对劳务企业的传统印象，努力给客户的品牌

和声誉增光添彩，努力打造自身的劳务品牌，不断创造新的

管理亮点和特色。

三、业绩经历

公司成立以来，先后承担了中建一局六安凤凰苑二期、

新基建（安徽四建）宿州七里村安置房、中建五局滁州东城

花园、安徽宝业叶集史河湾、安徽飞扬霍山下符桥圣人河彩

虹桥等项目建筑劳务工作，获得多家合作企业的普遍好评。

为巩固拓展太安村脱贫攻坚成果，助力革命老区乡村振

兴，支持省住建厅驻村帮扶工作，我公司殷切希望全省广大

建筑业企业能给我们一个合作的机会。我们将竭诚服务，用

心用情用力打造精品工程，以回报贵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关心！

在此，我们向您深表感谢！

公司法人代表：王启东 联系电话：15056444425

2022 年 7 月



安徽万保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产品系列

产品型号 产品名称 单价（元/kg） 每平米理论耗量 产品特点

MY-1300 美样内墙防霉乳胶漆 7-12

0.2－0.3kg/平米

（根据基材颜色和

平整度）

有效的阻止多种真菌在涂

层中生长，适用于地下室

等较潮湿的室内墙面

MY-1500 美样全效内墙乳胶漆 6-10

0.2－0.3kg/平米

（根据基材颜色和

平整度）

低 VOC、环保、高耐擦洗、

高遮盖率

MY-1900 美样无机涂料 22-28

0.2－0.3kg/平米

（根据基材颜色和

平整度）

零 VOC、高硬度、净味、

防霉、A级防火

MY-3700 美样外墙超耐候晴雨漆 10-15

0.2－0.3kg/平米

（根据基材颜色和

平整度）

低 VOC,优异的耐水、耐碱

和耐久性

MY-5300 美样外墙弹性乳胶漆 14-20

0.2－0.3kg/平米

（根据基材颜色和

平整度）

出色的抗污性，优异的耐

久性，极佳的弹性能有效

的防止基层裂纹

MY-7100 美样水包水多彩漆 20-25

0.25－0.5kg/平米

（根据仿石效果和

彩点密度）

色彩丰富，有着大理石抛

光面的逼真效果，具有优

异的耐水、抗污性

MY-7200 美样水包砂多彩漆 15-20

0.8－2kg/平米（根

据仿石效果和彩点

密度）

色彩丰富，有着大理石火

烧面的逼真效果，具有优

异的耐水、抗污性

MY-7600 美样荔岩石多彩仿石漆 9-12

0.8－1.5kg/平米

（根据仿石效果和

厚度要求）

色彩丰富，施工简单，优

异的耐水、耐久性，性价

比高

MY-6300 美样耐候天然真石漆 3.2-3.6

2－4kg/平米（根据

真石漆颜色和厚度

要求）

天然彩砂，自然色泽，保

色持久，优异的耐水性、

抗污性能，落砂少，易施

工

MY-6500 美样质感涂料 4-5

2.5－4kg/平米（根

据真石漆颜色和厚

度要求）

遮盖强，保色持久，优异

的耐水性、抗污性能，落

砂少，易施工

MY-6800 美样反射隔热涂料 3-20 0.2-4kg/平方
隔热、降温、节能，优异

的耐水性和耐久性

MY-4900 美样抗碱封闭底漆 9.5-11

0.12－0.18kg/平

米（根据基材平整

度）

外墙配套产品，优异的附

着力，出色的渗透性，极

佳的抗碱性

MY-8300 美样高光耐候罩光清漆 13.5-15

0.1－0.15kg/平米

（根据厚度和亮度

要求）

透明度高，光度高，优异

的耐沾污和耐候性

MY-460 美样外墙柔性腻子 1.2
1.5－3kg/平米（根

据基材平整度）

柔性好，硬度强，抗撕裂，

具有良好的爽滑性和施工

性


	致全省物业管理协会及各企业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