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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秀水富民路
建设康美千岛湖
认真贯彻落实县“两会”精神

记者 邹楚环
通讯员
···

余武财
···

洪俊
··

2月28日，从北京传来好消

息，千黄高速公路淳安段项目初

步设计获交通运输部批复，意味

着今年7月份千黄高速项目将全

线动工建设。

千黄高速公路淳安段路线起

自威坪镇塔岭（皖浙界），接拟建

的溧阳至宁德国家高速公路安徽

省黄山至皖浙界段，经威坪、宋

村、金峰、汪宅，止于坪山（青溪新

城），接已建成的溧阳至宁德国家

高速公路淳安至建德段，全长

51.47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四车

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8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25.5米，

在威坪、宋村、汪宅、千岛湖北、千

岛湖东5处设置互通式立交，概

算总投资95.27亿元。

当前，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和

争取，文物调查、压覆矿调查、地质

灾害防治调查、建设项目规划选

址、土地预审、水土保持方案、环境

影响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节

能减排评估等10多项前期审批工

作陆续完成。如今，项目初步设计

获批，这标志着国家层面的前期审

批工作全部结束，为下一步实质性

动工建设打好了基础。

千黄高速的建设，也将结束

我县没有一条跨境高速公路的历

史，将我县纳入了全国高速公路

网，并将通过千黄高速将西湖、千

岛湖和黄山三个“AAAAA”级

景区串联起来，对贯彻落实长江

经济带战略，完善国家和区域高

速公路网，改善区域交通条件，促

进沿线优势资源开发和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千黄高速
7月全线动工建设
项目初步设计获交通运输部批复

记者
··

郑文彬
···

通讯员
···

余泽勤
···

2月27日，省小城市培育试

点工作考核组一行来淳，就2016

年度千岛湖镇小城市培育试点工

作进行考核。

当天，省考核组仔细核查了

千岛湖镇的相关台账，对千岛湖

镇的小城市培育进行了满意度测

评，随后听取了我县千岛湖镇小

城市培育试点工作情况汇报，并

观看了专题片。

考核组还先后赴珍珠半岛、

环湖北路、淳安中学等地，实地查

看千岛湖镇城市精细化管理、生

态环境保护、服务设施配套建设

等方面的情况。

近年来，我县按照千岛湖镇

小城市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安排，

紧紧围绕“中国千岛秀水名城”

这一定位，深入实施城市品质提

升工程，切实加强城市精细化管

理，全力推进小城市培育工作，

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荣获

全省县级小城市培育优秀试点

县，成为全省唯一一个连续两年

考核获得优秀的县。在2015年

浙江省小城市培育成果发布会

上荣获“浙江最具吸引力小城

市”金名片，“淳安千岛湖的生态

模式”成为全国城镇化建设借鉴

的样本。

下一步，我县将按照小城市

培育试点要求，在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加快服务设施配套、发展绿

色生态经济、着力提升城市品质

和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做好

文章，全力实施好新一轮重点生

态功能区小城市培育试点三年行

动计划。

省考核组考核千岛湖镇
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

千岛湖中等职业学校作为我县山海协作企业实训基地，近年来，积极对接本地山海协作企业开展上岗证、技能晋级、农民素质、创业（syb、lyb、网创
等）、双证制等系列培训工作，年培训5000人次，现已成为我县山海协作企业就业培训的主阵地、主平台。图为山海协作企业员工与该校学生探讨咖啡冲
泡及花式制作的技巧。 记者 江晓帆/摄

本报评论员
·····

“坚定秀水富民路，建设康美

千岛湖”的大幕已经拉开，号角已

经吹响，全县上下必须把重实干

作为打赢攻坚战的致胜“王牌”，

以舍我其谁的勇气，提振士气，决

战决胜，全力打响“淳安铁军”品

牌。

重实干，打响“淳安铁军”品

牌，就要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

之钙。充分利用党员固定活动

日、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等载

体，深入开展“四个人”要求大学

习、大讨论活动，使“四个人”要求

真正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努力的

“准则”和“标杆”。

重实干，打响“淳安铁军”品

牌，就要把握重点，做出下姜特

色。作为首提地，“四个人”强不

强，首先看下姜。今年市委要在

下姜召开全市“四个人”现场会，

我县围绕“全省基层党建工作示

范点、全市富丽乡村建设示范点”

目标，明确了“富丽下姜”建设三

年行动方案。我们要主动作为，

协调推进下姜环境整治、产业发

展以及党建等项目，造浓下姜“红

色”、“绿色”氛围。

重实干，打响“淳安铁军”品

牌，就要重实绩、办实事、求实

效。“四个人”不仅仅是干部队伍

建设，还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工

程，涉及各个方面。具体实施中，

要结合实际注重村集体经济、农

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薄弱环

节，突出富丽乡村建设、康美产业

发展等根本要务，积极带领群众

发展致富，以群众收入增加、生活

变好、满意度提高等为标准，打造

出各自的“四个人”样板。

重实干，打响“淳安铁军”品

牌，就要深化作风建设，注重正向

激励。坚持以实干论英雄、凭业

绩用干部。建立健全“赛场赛马”

工作机制，运用好大督查、互看互

学现场会等做法，激励干部在五

水共治、小城镇综合整治、项目推

进等重点工作中比学赶超、争先

创优，在实干中选拔重用能打硬

仗、善打胜仗的“狮子型”干部。

实干是最响亮的语言，行动

是最有力的证明。让我们以实干

出实绩，在实干中打响“淳安铁

军”品牌，迎来淳安更加美好的明

天。

重实干 全力打响淳安铁军品牌
——二论践行“四个人”要求 锻造勇立潮头铁军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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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月 5.4%
12个月 6%

期限 年收益率理
财
收
益
表咨询热线：64810288

淳安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

融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淳安支行咨询电话：65025358 www.hzbank.com.cn

在县实验幼儿园与紫荆花园小区交界处的小道上，经常有摊贩开着小
车贩卖水果、蔬菜。他们不仅影响了交通，还把甘蔗皮、蔬菜烂叶、塑料袋
等垃圾随意丢在路边，造成不好影响。图为2月20日现场照片。

通讯员 阿成/摄

记者
··

义永华
···

3月1日，县委书记黄海峰在

县住建局调研时强调，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提出，要加快建设独特韵味

别样精彩世界名城，加快城市国际

化，淳安作为杭州的有机组成部

分，要保护好一湖秀水、生态环境，

体现淳安特色、亮点、元素，为杭州

打造世界名城作出贡献。

当天，黄海峰一行先后来到

化工厂保障房小区、千岛湖壹号、

环湖北路沿湖景观飘带项目现

场，了解项目规划和建设进展等

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县

住建局工作情况汇报。

在实地调研和听取汇报后，黄

海峰对县住建局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他指出，过去一年，县住建局

工作扎实，特色鲜明，硕果累累，体

现在思路清、作风实、精神好、班子

强、荣誉多。住建工作事关“面子”

也事关“里子”，涉及到城乡规划、

建设、管理、发展和保障等方面，与

老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就下步工作，黄海峰强调，要

拉高标杆、争当示范。这是贯彻

落实市县党代会精神、争创全国

县域旅游示范县、深入推进美丽

杭州实验区的需要，要用心、用

力、用情、用劲把重点工作做特、

做精、做新，做成示范、标杆。要

突出重点，打好硬仗。要力创全

省首批“无违建县”，高质量推进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全方位做

好城乡危旧房排查治理，稳妥有

序推进光大项目建设，切实加大

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力度，实现

“最多跑一次”，促进有效投资。

要先行先试，加强探索。定位决

定品位，细节决定成败。规划方

面，要加紧研究城市国际化和“两

高”背景下整个淳安县空间和城

镇规划问题，淳派民居示范户、示

范群、示范带的打造，城镇高楼建

筑天际线的优化美化；建设方面，

要研究第五立面的美化和改造，

停车空间的挖潜和提升，扩大城

中村和老旧小区的改造范围和力

度；管理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主要

道路保洁力度，探索建立保洁示

范区和示范段，破题老旧小区物

业管理。要严字当头，锻造铁

军。在推进干部队伍建设中，要

践行“四个人”要求，不断强化学

习，为发展和规范市场勇于担当，

主动服务，严管严督，确保干大事

不出事。

县委常委、副县长郑志光陪

同调研。

黄海峰在县住建局调研时强调

为杭州打造世界名城
作出淳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