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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我县召开2017年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暨践行“四个人”要求

动员部署会议，县领导徐月焕、费林建、邵文涛参加会议。徐月焕、费林

建分别就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新要求。 （见习记者 汪琛）

◎3月6日，我县举行珍贵树种进万村赠苗活动，县政协副主席王晓林

参加活动并致辞。 （记者 严月玲）

政务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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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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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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

发展好淳安，基础在于锻造

康美团队淳安样本，做强党建则

是打造这个样本的“根”和“魂”。

过去一年，淳安深入贯彻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建成了一支具

有高度政治责任感、敏锐的先锋

模范队伍。新一年，我们更要从

思想上、行动上、措施上强化党

建，建设更加忠诚、更加干净、更

有担当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

促进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

强党建，全心锻造康美团队淳

安样本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狠抓

党建知识学习。全体党员干部要

将思想政治建设和理论武装放在

突出位置，领导干部要发挥带头引

领作用，研究建立“人人学、个个

讲、大家评”的学习制度，取他人之

长补己之短，让每个人的党建理论

知识都学深、学透、学精。

强党建，全心锻造康美团队淳

安样本既要抓好“两个责任”，又要

抓牢“关键少数”。党委和纪委要

敢抓敢管，决不能搞没有原则的假

团结；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作为

第一责任人，以身作则、以上率下，

自觉担起从严治党职责。

强党建，全心锻造康美团队

淳安样本就是要始终保持正风肃

纪高压态势，盯紧老问题，关注新

动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

一起，充分发挥反面教材的警示

震慑作用；也要注重文化支撑家

风涵养，党员干部要让优秀的家

风成为涵养党风政风的道德土

壤。

强党建，全心锻造康美团队

淳安样本就是要厚植服务意识、

提升服务能力，党员干部要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联

系群众、服务群众中不断转变作

风、改进作风，既持续提升群众获

得感，又不断增强自身能力，展现

淳安康美团队形象。

夙夜所为，得毋抱惭于衾影；

光阴已逝，尚期收效于桑榆。我

们应持续深化党建工作，不舍昼

夜，砥砺前行，以更加坚决的态度

和强有力举措，开创淳安发展新

局面。

强党建 全心锻造康美团队淳安样本
——三论践行“四个人”要求 锻造勇立潮头铁军排头兵

记者
··

义永华
···

3月3日，县委副书记、县长

董毓民率相关部门负责人专题调

研我县交通工作。董毓民强调，

要举全县之力，打造都市交通、富

民交通、品质交通，全力推进康美

交通建设，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相统一。

当天，董毓民一行深入330

国道——千岛湖大桥改建工程进

贤湾起点、千黄高速汪宅互通选

址、丰茂半岛接线与330国道连

接点、330国道临岐·千岛湖大桥

改建工程浪镜坞起点、昌文公路

临岐至紫槽岭段改建工程和潭唐

公路改建起点、唐潭公路胡坑岭

隧道（马山出口）工程现场、千黄

高速宋村互通选址、千威接线工

程项目部等处实地调研，详细了

解各项目规划、设计、建设等情

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县交

通局工作情况汇报。

在实地调研和听取汇报后，

董毓民充分肯定了近年来交通

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交

通是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官、大动

脉，修桥铺路是民生发展的第一

要务。要紧紧抓住未来五年的

发展机遇，齐心协力、群策群力，

进一步加快交通重大项目推进，

构建快速、便捷的内外出行通

道，促进淳安经济发展跃上一个

新台阶。

就下步工作，董毓民强调，杭

州要建设别样精彩独特韵味的世

界名城，淳安如何能在这轮发展

中不掉队，体现淳安智慧、元素、

实践，首先就要有通畅的交通。

要建设都市交通。要围绕“两高”

建设，把相关高速连接线串珠成

链，连接大都市，辐射小集镇，为

我县经济发展安上一张快速发展

交通之网，确保进得来、散得开、

留得下。要打造富民交通。要抓

紧研究高铁、高速等道路两侧的

用地、规划等工作，讲控制、讲绩

效，做到大道通畅、小路蜿蜒曲

折；要强化交通道路引领作用，交

通必须跟着产业走，通过旅游+

交通，大力发展特色富民产业。

要做品质交通。要全面建设“美

丽公路”，进一步加强道路管理养

护，推进新能源汽车在交通运输

行业的应用，力争把淳安绿色富

民交通体系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

国示范。

县领导郑志光、洪永鸿、章传

强陪同调研。

董毓民在调研交通工作时强调

当好发展先行官
铺好经济发展路

记者
··

义永华
···

3月4日，在“三八”妇女节来

临之际，我县举办“树双清家风·

创康美家庭”启动仪式暨庆“三

八”家庭趣味运动会。

杭州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魏颖出席活动。

县委副书记董文吉参加活动

并讲话。

“树双清家风·创康美家庭”活

动旨在凝聚妇女和家庭力量，推进

引领干部家庭“清廉家风、清洁家

园（双清）”的文明风尚，主要有开

展家庭助廉教育、洁美家园行动、

选树优良家风家训三大内容。

董文吉在讲话中指出，近年

来，淳安面貌日新月异，这是全县

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也凝

聚了妇女同志“半边天”付出的辛

勤和汗水。妇女同志是淳安最美

丽的“凤凰”，也是淳安最美丽的

风景。

董文吉指出，家庭是每个人

温馨的港湾，也是组成社会的最

小单元。以家庭为阵地，开展“树

双清家风·创康美家庭”主题活

动，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

落实从严治党新要求的需要，也

是精心呵护母亲湖、加快建设康

美千岛湖的具体举措。希望女同

胞们更好地发挥自身独特优势，

主动参与、积极支持主题活动的

开展，巾帼不让须眉，争创一流业

绩，为“康美千岛湖”建设再添光

彩。

我县举办“树双清家风·
创康美家庭”启动仪式
董文吉参加并讲话

屏门乡拥有红花油茶2000亩，分布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山间，占全县近一半。每到早春时节，顶着朵
朵深红花朵的油茶树漫山漫岗，不啻是我县一个高山最美景观。

记者 程贤高/摄

通讯员
···

江琦军
···

日前闭幕的杭州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描绘了“建设独特韵味别

样精彩世界名城”的宏伟蓝图，新

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接下来最

重要的就是学习贯彻落实市党代

会精神。3月2日下午，县委办党

支部召开会议，就学习贯彻落实

市党代会精神进行部署。

会上，县委办负责人传达了

县委书记黄海峰在县委常委会上

学习市党代会精神时提出的三点

要求：一是把学习市党代会精神

作为政治任务来抓；二是深入领

会市党代会精神要义；三是以学

习市党代会精神为契机掀起干事

创业的氛围。

同时，县委办负责人结合县

委办当前工作，对县委办全体工

作人员明确了三点要求：一要深

刻领会市党代会的精神要义，结

合黄海峰书记在县委办党支部组

织生活会上提出的要求，统筹做

好当前各项工作；二要保持定力，

不受外界干扰，多做些衔接工作，

保持大局和面上的稳定；三是安

心静心抓好本职工作，为建设康

美千岛湖贡献自己的力量。

会后，县委办党支部举行了

“爱心接力行，帮助小凌莹”的爱

心捐款活动。

县委办学习市党代会精神

凌空绽放

记者
··

郑文彬
···

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党代会相

关要求，进一步巩固深化国家卫

生县城创建成果，清洁城乡环境，

提升全民保洁意识，县委、县政府

决定今后每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

五定为我县的“全民清洁日”。日

前，我县“全民清洁日”活动方案

正式下发。

3月10日，我县将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首个“全民清洁日”活动，活

动范围为城区、各行政村以及车

站、码头、景区景点等公共场所，通

过活动清扫城区路面、人行道、背

街小巷等地，清理绿化带、湖面漂

浮物，清除卫生死角。集中整治乡

村庭院内外、房前屋后、楼道过道

的杂草杂物、乱堆乱放乱张贴现

象，清理河道（沟渠、池塘）内的垃

圾杂物，不断加强各自辖区道路清

扫保洁和垃圾收集清运的统一管

理，实现环境整洁、规范有序。同

时，做好绿化、美化、洁化，促使公

共场所环境整洁有序。

据了解，“全民清洁日”旨在号

召全县人民一起行动起来，从自身

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保护生

态环境，形成人人参与环境清洁，共

建共享美好家园的良好氛围，营造

优美、整洁、有序的城乡环境。

全民清洁日
我们一起来行动
坚定秀水富民路
建设康美千岛湖
行动起来 全民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