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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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形成

了铁腕纠“四风”、高压反腐败的

新常态，在全党全社会营造了“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

浓厚氛围。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是一个有机整体，既相互区

别、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环环相

扣。就反腐败策略而言，由难到

易，“不想腐”是上策，“不能腐”是

中策，“不敢腐”是下策；就相互关

系而言，“不能腐”是基础，“不敢

腐”是保障，“不想腐”是目标。“不

敢腐”、“不能腐”主要受外部影

响，“不想腐”则由自己的主观愿望

决定。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该自

觉实现“不想腐”的目标。

“不想腐”，靠的是信仰。信

仰是对万事万物存在唯一性真理

的坚信不疑的认定。共产党员必

须要有共产主义的信仰。信仰不

是抽象的，现阶段，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地区发展、社会稳定、生

活祥和、百姓满意就是党员干部

的信仰。信仰存在于我们平常的

工作和生活中，余延安同志一心

为民，两袖清风，把同事资助他看

病的钱悄悄地捐赠给他认为比他

更困难的人，靠的就是信仰的力

量。党员干部如果胸中无志，心

中有私，缺乏坚定的信仰，反腐的

力度再怎么大，制度的笼子扎得

再怎么紧，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不想腐”靠的是自律。“慎

独”、“慎微”、“慎小”是党员干部

起码的思想政治修养。在反腐败

这个问题上，哪个岗位都不是保

险箱，哪级领导都没有豁免权。

要在强化“不敢腐”、“不能腐”的

同时，不断提升“不想腐”的思想

境界，逐步做到把党纪法律的他

律变成内在的自律。在工作和生

活中，要自觉用党纪和法律的标

尺进行衡量和“审查”，不合法的、

不依纪的坚决不做，让依纪依法

履责成为一种自觉。

“不敢腐”“不能腐”
和“不想腐”

记者
··

储珊
··

通讯员
···

宋璐洁
···

微信群，对于普通人而言，大

多是用来聊天、抢红包……可对

于临岐镇的管理者们来说，却有

另一番“妙用”。

近期，临岐镇上商户们的微

信里多了一个新的微信群——

“美丽临岐经营群”。这是临岐镇

政府为响应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推行的“微自治”小群，群成员包

含集镇所有的商户以及城管中队

工作人员。

“方老板好棒，点赞！”

“附议啊，快来说说怎么弄？”

方老板一直在合岐路上经营

一家杂货铺，店铺内物品摆放井

然有序，门前干净整洁。城管中

队工作人员将其整洁的店面照片

晒在了“美丽临岐经营群”内，赢

得众人纷纷点赞。为此，他们邀

请方老板在群内分享交流自己经

营店铺多年的经验，大家学习之

后，都表示受益匪浅。

既要“晒优越”，也要曝光不

足。这不，商户王老板店铺门前杂

物摆放杂乱不堪、垃圾成堆……被

曝光的这般景象在群里引起不小

骚动，也让王老板深刻认识到店铺

整改的必要性，他表示马上整改到

位，并且绝不再犯。

通过微信自治的创新模式，临

岐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既

实现了信息快速汇总、人人监督，

又有效地使商户形成对比竞争意

识，从而让商户以“主人翁”的态度

积极地配合政府的各项工作，形成

小镇环境共建共管的良好态势。

美丽“经营”群
小镇“微”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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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行动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湖畔短笛

◎2月27日，省考核组对2016年度千岛湖镇小城市培育试点进行考

核，县领导郑志光、管国良、占志明参加，郑志光就相关工作情况进行了

汇报。 （记者 郑文彬）

政务要览

“一把手”访谈⑥

践行“四个人”要求
锻造勇立潮头铁军排头兵

见习记者
····

徐岳林
···

宽敞的酿造车间里，装卸机器

人像“铁臂阿童木”一样灵巧地伸

出机械手提料、搬运，自动控制阀

门听话地开启又闭合……在包装

部流水线上，巧克力风味黑啤酒、

桂花啤酒、烟熏啤酒等几十款差异

化产品正等待着“飞”往国内外客

人的餐桌，这些“小而美”的产品是

杭州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专家们

精心研发的成果。

“啤酒酿造这个常人眼中的传

统行业，将越来越多地运用高新技

术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未来，啤酒酿造是高新科技综合酝

酿的成果，离不开先进技术和研发

机构的支撑。”千啤公司精酿专家

吕吉鸿告诉记者。去年，该公司的

核心研发机构——千岛湖啤酒研

究院被培育认定为全县首家县级

企业研究院，该院拥有高级技术专

家12人，正逐步承担起技术引进、

应用研究和技术改造等科研项目

的深度探索重任。

为了助推企业转型升级，近

年来，我县大力扶持和引导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积极提供精准服

务，着力营造创新创业环境，制定

出台了《淳安县企业研究院认定

管理办法》等系列政策文件。另

外，结合企业服务专员活动，深入

走访规上高新产业企业，摸清产

品类型、技术水平等信息，主动帮

助企业解决政策、专利、科技人才

等各类问题。同时，不断加大企

业技术创新、环保提升奖补力度，

加速推动传统企业高新改造。

现如今，除了像千啤公司这

样不断运用高新技术升级转型的

知名企业呈现雨后春笋般的发展

势头，近年引进的谷神锂电池、中

植新能源汽车、先芯科技、杭州通

宽广等一大批新兴的高新产业也

按下了产业发展的“快进键”，为

我县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据统计，去年1至12月，规上高

新技术产业销售产值达60.1亿

元，同比增长15.1%，规上高新产

业增加值 14.39 亿，同比增长

32.1%（位列全市第二），占规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26.76%，比重同

比提高了9.5个百分点。

另据了解，目前我县共有市

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35家，其中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6家。下一

步，围绕打响“智造千岛湖”品牌，

我县将以转型升级、扩量提质为

主攻方向，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平

台建设、发展高新产业，继续推动

企业科技事业的良性发展，今年

计划新增市级以上科技型企业8

家，力争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增长12%以上。

升级转型 引进发展

我县高新产业按下“快进键”

记者
··

储珊
··

这段时间，浪川乡12位乡村

教师接力为“轮椅女孩”送教的故

事，感动了很多人。小凌莹现在

怎么样？看病的钱够吗？一个个

问题，牵动着众多人的心。

这两天记者从不同渠道了解

到，我县相关部门和爱心人士正

迅速行动起来。来自山乡的爱

心，汇聚在省人民医院的病房里，

不断给汪凌莹鼓着劲。

“残联给了1万块，民政局打了

2万到低保卡里，卫计局捐了7800

块，还有浪川乡的……”回忆起这

几天的温暖，汪凌莹的爸爸汪炳禾

特别感激。因为不识字，他在心里

写下了这本清晰的“爱心账单”。

通过我们的报道，越来越多的

人知道了汪凌莹在省城治病的事。

“我们准备组织干部捐款”、“小凌莹

很坚强，我们一定要出份力，帮她圆

梦。”这是采访途中，记者听到最多

的话。据悉，县直机关党工委、县妇

联、团县委等部门也将联合组织开

展党员干部献爱心活动。

小凌莹省城治病牵动众人心
千岛湖旅游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光贵——
围绕建设康美千岛湖使命，

旅游集团将以党建为抓手，实施

引航、聚力、成长“三大”工程，着

力锻造一支“千旅”铁军。

首先，抓好党员干部引航工

程。以国资扭亏增盈为核心，抓

住下属9家企业“一把手”这个关

键，完善“一把手”量化考核和实

绩评价机制，加强“领头雁”培

育。组建“党员护水队”，推出“党

员好声音”，强化“党员领办制”，

真正发挥好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

表率作用。

其次，抓好企业队伍聚力工

程。实施人力资源改革，出台人

才服务政策和引人留人机制；创

新校企合作机制，加强员工教育

培训；提炼千旅精神，用先进的企

业文化鼓舞士气、凝聚合力。

第三，抓好年轻员工成长工

程。成立“90后”顾问组织，切实发

挥年轻员工才智，提高决策水平。

搭建项目攻坚和精品打造团队，加

强年轻员工锻炼，尤其是在电子商

务、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发展中着

力培养一支年轻的主力军队伍。

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方
四雷——

我们通过开展司法行政系统

“四个人”要求大讨论、司法行政

“服务先锋”评选等活动，通过强

化干部责任担当意识、细化干部

管理考核制度、强化纪律和监督

考核等措施，锻造一支“政治过

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

硬、作风过硬”的司法行政铁军。

创新当先，营造良好法治氛

围。打造“四支队伍+三大平

台”，发挥好普法宣讲服务队、基

层法律服务队、纠纷调解服务队、

普法志愿者服务队的作用，开展

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为打

造“尊法、诚信、和谐”的康美千岛

湖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干字为本，服务中心工作。积

极发挥人民调解职能优势，主动介

入县重点工程、社会热点、难点纠

纷和群体性矛盾纠纷，保障重点工

程顺利推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适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不断

创新司法行政服务保障民生具体

举措，积极为人民群众提供精准高

效的法律援助和公证服务。

安阳乡党委书记王武祥——
我们将积极推动“四个人”要

求新实践，努力开创工作新局

面。具体将从以下几方面推进：

强化责任当担。围绕县委县

府中心工作，紧抓发展新机遇，细

化分解工作任务，做到事前明责，

责任到人。实行项目化管理，编

制作战路线图，经常性开展检查

落实，做到事中督责，责无旁落。

强化团队精神。践行“四个

人”要求，实现既定目标任务，需

要全体党员干部齐心协力，共同

完成。要注重个体和集体不同作

用的运用，发挥团队合力“1+1>

2”的功效。坚持党性修养和示

范引领相结合，鼓励担当干事，激

励攻坚破难，锻造想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的安阳团队。

强化纪律保障。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两个责任”，经常性开展

党风廉政教育，健全廉政风险防

控长效机制，开展党员干部作风

巡查，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树立风

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引领淳朴文

明的乡风民风。

创优服务聚合力 勇立潮头强担当

昨天上午，杭州千岛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捕捞一队的大船队载着希望，带着祝福，驶离港湾，浩浩荡荡地溯流而上，正式拉开新一年的捕捞季。巨网
捕鱼的壮观场面，又将呈现给四方游客。“巨网捕鱼”每网一般要捕起上万公斤的鲢鳙鱼，曾创下过单网32万公斤的最高产量，而迄今为止捕获的最大个
体的鱼体重78公斤。 记者 王建才/摄 通讯员 汪敏/文

国有企业 安全可靠
十万起步 保本保收益

健民咸春堂中医馆
全县中医集聚平台，
中医中药技术中心；

防治调养功能齐全，
全民医保定点单位；

服务收费合理规范，
往返交通方便快捷。

地址：千岛湖镇健民药店二楼（鱼味馆对面）电话：0571-58328199 64812663咨询电话：64813681

6个月 5.4%
12个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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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

融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月2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专家坐诊县妇保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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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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