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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县委书记黄海峰在调研

工业企业时强调，要坚持走生态工业

之路，精准发力，重点突破，为践行“两

山”理论提供产业支撑。

当日，黄海峰一行先后前往先芯

科技、永通电缆、伊斯特塑料进行实

地调研，详细了解各企业发展情况、

存在问题及下步打算。在听取汇报

后，黄海峰充分肯定了经科系统去年

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他指出，要再

接再厉、自我加压，紧盯目标任务，加

强沟通对接，确保走在26个加快发

展县前列。

新形势下，如何做好“保护”与“发

展”两大课题？黄海峰指出，要坚持生

态发展。首先，保护是发展的前提与

基础，要始终把“护一湖秀水”作为首

要任务，牢筑杭州世界名城打造的生

态屏障，进一步深化千岛湖的共投、共

保、共管、共治机制。其次，要在保护

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保护，找到属于

自己的路径与突破口，走绿色、生态、

可持续发展之路，争当全国践行“两

山”理论标杆县。

“我们不与别人比总量，而要比质

量、比效益、比特色、比生态。”黄海峰

指出，要坚持精准发力。要精准定位，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坚持“无污染、小

空间、高科技、资源型、大产出”的导

向，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

特；要做优平台，把抓经济的主要精

力、优秀力量往平台倾斜，坚持条块结

合，推动平台发挥更大效益；要转型升

级，加强政策引导，利用亩产、综合效

益、环保、安全生产等市场倒逼手段，

做好产业转型文章；要定向招商，完善

体系机制，明确责任落实，主动出击，

以企引企，进一步补充延长产业链；要

优化政策，既要出台多方位的产业扶

持政策，又要落实到具体点位上去，确

保做到精准扶持。

黄海峰强调，要坚持重点突破。

第一，做大做强水产业，成立专门机

构，配齐人员力量，强化对接沟通，明

确路径节点，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强

大合力。第二，结合淳安实际，以亩产

综合效益评价办法为基础，就差别化

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出实施意见，

做好存量用地盘整文章。第三，优化

提升产业平台，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

促使更加扁平、精简、高效，为产业发

展提供强大支撑。

县领导许海波、费林建陪同调

研。

黄海峰在调研工业企业时强调

走生态工业之路
为践行“两山”理论提供产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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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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县委研究，决定将拟提拔任用或拟转新的重

要岗位的29名同志予以公示，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

意见。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反映问题的方式 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

人均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县委组织部

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题，包括在民主推荐、民主测

评和组织考察中存在的拉票行为。以单位名义反映

问题的应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提倡署

报本人真实姓名。

2.要求 反映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借

机诽谤诬告。

3.公示时间 从2017年3月3日起到2017年3

月9日止，共5个工作日。

4.公示联系科室和受理电话 联系科室：县委

组织部干部科 地址：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北路18

号 邮编：311700

举报电话：0571-64827760

举报短信：18105712389

中共淳安县委组织部
2017年3月2日

（附：县管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名单，见第3版）

淳安县
县管领导干部
任前公示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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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县委常委会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杭州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县委书记黄海峰讲话。

县委副书记、县长董毓

民传达杭州市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

县领导余永青、刘小松、

董文吉、赖明诚、郑志光、姚

伟明、吴东明、徐恒辉、鲁连

美、宋立新、许海波参加会

议。

就学习贯彻落实市第十

二次党代会精神，黄海峰强

调，要把学习贯彻市党代会

精神作为当前我县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一项政

治任务抓好落实。要开展多

种形式的学习宣传活动，把

学习传达市党代会精神与县

第十四次党代会和县“两会”

精神结合起来，与践行“四个

人”要求和进村社、访民情、

解民忧、蹲点调研活动结合

起来。

黄海峰强调，要结合淳

安实际深入领会市党代会精

神要义。要认清发展方位，

尤其是要清醒认识到杭州建

设世界名城、加快国际化进

程潮流中淳安所处的位置。

要强化责任，更好地筑牢生

态屏障，为杭州世界名城贡

献生态底色，承担应有的责

任，做出淳安应有贡献。要

抢抓杭州世界名城、国际化

进程的机遇，迎接“两高”时

代，发挥比较优势，积极稳妥

发展生态经济，打响千岛湖

品牌。

黄海峰强调，要以学习

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为动力，

掀起干事、创业、为民的新热

潮。新班子新气象，要以践

行“四个人”要求为抓手，务

实担当，勤政为民，干净干

事。要加大招商引资，促进

有效投资，加快项目建设，确

保实现首季开门红。要形成

一系列组合拳，明确环境综

合整治的重点抓手，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提升平安建设

水平，推进重点工作开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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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下午，省政府以视频会议

形式先后召开全省人民防空和地质灾

害隐患综合治理工作会议。

县委副书记、县长董毓民在淳安

分会场参加会议并讲话。

县领导郑志光、商松懋，县人武部

部长吴伯进在淳安分会场参加会议。

全省人民防空会议要求，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防工作

的重要讲话精神。要以人防建设为支

点，撬动经济社会建设。要大力发展

防护工程，促进经济增长。要统筹布

局、科学规划，力争形成地下空间网

络；深化改革、加快确权，力争更多民

间资本投入人防建设；加强改造、多元

利用，释放新的发展动能。

全省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理工作

会议要求，要切实抓紧抓实抓好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坚持应搬尽搬、搬治结

合，从根子上消除隐患。坚持点面结

合、统筹兼顾，确保隐患治理全面高

效。坚持夯实基础、补齐短板，建好防

灾减灾长效机制。积极完善地质灾害

防控体系建设，加强动态监测预警，强

化避灾场所规范化建设管理。

就我县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理下

一步工作，董毓民要求，各乡镇和相关

部门要高度重视，做好地质灾害治理

工作巡查是基础，各乡镇要建好村级

巡查队伍，加大巡查频次，确保巡查效

果。治理是关键。要对已经完成治理

的地质灾害点组织回头看，防止地质

灾害的再次发生；对今年纳入治理的

地质灾害点，要抓紧做好计划，尽早开

工，确保整治到位。搬迁是根本。对

已明确的省、市级重点治理点，要做好

群众的思想工作，多举措落实好搬迁

工作。

全省人防、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召开
董毓民在淳安分会场参加并讲话

坐落于临岐镇的千岛湖中药材交

易市场即将完工投入使用。2月 27

日，工程各项收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之中。该交易市场上下三层共有商铺

78间，配套建有药材仓库、冷库及物

流集散地。市场投入使用后将会成为

杭州乃至浙西唯一的中药材交易集散

地。

记者 杨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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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秀华
···

“金师傅，又来清理污水管网了。”

“是的，这不是怕管网被堵塞嘛，

毕竟前段时间是春节，返乡的人多，产

生的生活污水也多。”

2月27日一大早，浙江秀水环保

有限公司临岐运维站点的金红忠师

傅，和其他几位同事驱车半个多小时

来到半夏村，开始巡查农村污水管网

和一体化污水处理终端的运行情况。

4名运维工作人员，两两一组，推

着斗车，拿着铁钩、网兜等工具，行走

在村头巷尾，依次打开井盖仔细检查、

清理。“平时我们都是一个月来一次，

前段时间10天左右就要循环一次，就

这个半夏村窨井有1200多个，正月里

压力很大，镇里还临时帮我们雇了20

个人。”金红忠一边忙着手中的活儿，

一边跟记者交流。

“里面如果有沉渣的话，我们就给

它捞掉，然后用清洁球搓洗下窨井内

部的四壁，盖好井盖，最后把捞出来的

沉渣集中填埋处置。”掀开村民俞春香

家门口的水泥井盖，金师傅仔细观察

了一阵，只见井里的污水流动正常。

他告诉记者，这些个挨着村民家门口

的井盖，下面是长长的污水管网，一头

接进村民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一头

连着村里的污水处理终端，是污水处

理的第一关。

“运维公司隔段时间就会派人来

村里清理，村里遇到诸如管道堵塞的

突发事，一个电话，他们就赶来，工作

很认真。”村民俞春香赞不绝口。污水

运维带来生活环境的改善，村民们看

在眼里，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环境

意识，纷纷自扫“门前雪”。

截至2016年年底，全县已完成

423个行政村生活污水设施建设，建

成终端1863套，人工湿地1494处，化

粪池7.85万只，铺设污水管网2991.4

千米，受益农户11.34万户。“农村污

水处理设施，既要建好，更要管用。”县

“五水共治”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保证污水处理系统运行正常，全县

按4个片区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4家

运维企业，对全县423个行政村的农

村治污设施进行日常运行维护。

当前，全县各乡镇、青溪新城都设

立了农村治污设施乡镇运维工作站，

共配备165名全日制日常运维工作人

员，设立24小时抢修、投诉服务电话，

全天候进行运维服务，并开展运维方

面的知识宣教活动。

“专业管家”运维 激活一方水坚定秀水富民路
建设康美千岛湖

合力五水共治

千岛湖中药材交易市场千岛湖中药材交易市场

““整装待用整装待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