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

吴亚琴
···

“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幸福

快乐的！”住在景秀花园的汪女士

对小区现在的居住环境发出由衷

的感叹。

走进景秀花园小区，迎接你

的是平整的路面、干净的街巷，花

坛里郁郁葱葱、枝繁叶茂。更醒

目的是车库平台、护栏等处，一排

排整齐划一的镀锌晒衣架上有序

地晒着被子、床单等物，为小区增

添了特别的生活气息。小区的公

园里，人们三三两两喝着茶聊着

天，几位居民正伴着音乐气定神

闲地练健身操，嬉笑着吹泡泡的

小朋友奔来跑去，一派宁静祥和

的景象。眼前一切让人完全想象

不到，这里是山城闹中取静的老

旧小区。

景秀花园小区环境原先存在

着脏乱差的现象，特别是乱搭毛

竹竿、乱拉绳子晒衣被的现象较

普遍，为了还大家一个整洁有序

的环境，小区业委会通过多方努

力，争取到相关部门的资金支持，

投入6万余元定制了一批晒衣

架。如今通过一系列整治，小区

环境已然变得怡人，小区居民对

此赞不绝口。

“景秀花园”景怡人

记者
··

义永华
···

通讯员
···

徐红建
···

“这就是我生活的小镇：蔚蓝

的天空，整洁的道路，有序的镇容

镇貌。”“我的镇，大气了。”今年春

节期间，走进临岐镇，无论是在本

地还是从外地回来的临岐人，看

到不断变美变靓的集镇，纷纷拿

出手机“定格”画面，发到朋友圈

里“炫耀”。

乘着我县全面推进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这股“东风”，临岐镇

通过”劝导”与“处置”、14小时保

洁、微信曝光等多种举措，立足监

管并重，全面整治集镇的“脏乱

差”，在小城镇综合整治这场攻坚

战中打响“头炮”，着力打造集镇

管理样板区。

针对集镇非机动车多且乱停

的现象，临岐镇将集镇分成8个

片区，专门成立了一个由8人组

成的非机动车乱停劝导组，对车

主进行劝导按规定停车。同时城

管、交警、公安进行联合执法，加

大执法空间上的广度和时间上的

长度，通过“劝导”和“处置”双线

共同推进，提高群众按规定停车

的意识。

集镇营业户晚上产生的垃圾

多怎么办？临岐镇实行14小时

保洁，从“软”、“硬”两个方面进行

解决。“软”即新增保洁员，实行两

班制，同时召开集镇经营户进行

政策宣传教育，并签订新门前三

包。“硬”就是进行实地踏勘，合理

设置果壳箱、垃圾桶，并按垃圾分

类要求，给经营户分发两个垃圾

桶。

为使集镇群众共同参与到小

城镇综合整治行动中来，临岐镇

城管还建立了美丽临岐经营户微

信群，通过这个平台在宣讲政策

同时，倾听集镇群众的需求，同时

对垃圾乱倒、占道经营等不文明

行为进行曝光。在此基础上，该

镇还实施每周曝光台，每周一将

上周城管执法或群众举报的不文

明行为在集镇范围内的宣传栏中

进行曝光，使各种不文明行为得

到了很好遏制。

临岐镇着力打造
集镇管理样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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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行动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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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秀水富民路
建设康美千岛湖
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代表访谈②

记者
··

李维维
···

3月6日下午，我省召开村和

社区组织换届工作视频会议。会

议强调，选好干部、配强班子是浙

江村社换届的核心任务，要强化

实干导向，努力营造山清水秀的

基层政治生态。

县委书记黄海峰，县领导姚

伟明、洪永鸿、章传强在淳安分会

场参加会议。

我县在各乡镇设立分会场。

全体乡镇干部，站所负责人，村第

一书记和农村工作指导员参加会

议。

会议指出，村社换届，一换管

三年。未来三年，是浙江站在新

的历史方位上、向“中国的明天”

样本挺进的关键时期，抓好村社

换届至关重要。从今年1月起，

浙江选择23个乡镇、406个村和

社区开展试点，为面上推开积累

了宝贵经验。

会议要求，各地要深刻把握

新方位新形势，把抓好村社换届

作为建好“浙江的今天”的重要一

役，充分认识这次换届的重要性、

复杂性和特殊性，切实增强工作

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要

旗帜鲜明加强党的领导，牢牢把

握村社换届工作主导权，县乡党

委特别是党委书记要靠前指挥，

充分发挥村和社区党组织领导核

心作用，突出抓好选情复杂村和

社区换届工作。要紧紧围绕战斗

力标准，全力打造勇立潮头的浙

江基层铁军，强化实干导向，严把

资格条件，拓宽选人视野，强化班

子功能。要严格依法依规选举，

确保换届工作于法周延、于事简

便，完善选举方式，依法规范操

作、规范重点环节。要从严狠抓

选风选纪，努力营造山清水秀的

基层政治生态。加强宣传教育，

让纪律“红线”深入人心。加大打

击力度，让拉票贿选无处遁形。

严惩黑恶势力，让换届过程清朗

有序。同时，各地各单位要切实

加强工作统筹，强化部门协调配

合，坚持稳字当头，牢牢把握舆论

导向，确保村社换届工作健康有

序推进。

全省村和社区组织换届工作视频会议强调

强化实干导向 力保风清气正
黄海峰在淳安分会场参加会议

通讯员
···

程建渭
···

日前，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召

开专题会议，传达贯彻杭州市第

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会议指出，市第十二次党代

会是在杭州市加快建设世界名城

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会议。全县人大要充分认识市

党代会的重大意义，将学习贯彻

市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的政

治任务，切实扛起政治使命，认真

履行法定职责，不断开创人大工

作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

把握市党代会提出的指导思想，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县委的决策

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

市、县委部署上来。要紧扣党代

会明确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

找准人大工作着力点、结合点，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人大优

势，推动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会议要求，县人大常委会机

关党员干部要用党代会精神指导

工作实践，依法履行职责，突出重

点，着眼实效，在重大事项决定、

监督工作、代表作用发挥等方面

有新突破和新作为。要用党代会

精神引领自身建设，自觉践行“四

个人”要求，努力锻造淳安人大康

美团队，为坚定秀水富民路、建设

康美千岛湖，争当全国践行“两

山”理论标杆县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积极履行人大职责
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学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

除草、培土、施肥……这两天，石林镇玳瑁村的不少村民忙着在山核桃林里套种药材，期待能有个好收成。
从2013年开始，玳瑁村全体党员干部带头先行，极大地调动了村民发展林下经济的积极性。目前共有百芨、重楼、三叶青、覆盆子等多种药材，种植

面积多达2000余亩，而且山核桃林的效益在短短几年内翻了一番，三年后预计收益近千万元。 记者 储珊/摄

淳安县妇保院党支部委员、
副院长徐丽娟——

这次我有幸作为基层代表参

加了杭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现场

聆听了市委书记的报告。报告高

瞻远瞩，令人振奋，作为卫计人，我

倍受鼓舞，也深感重任在肩。

报告明确今后五年要进一步

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双

下沉、两提升”工程，健全分级诊

疗体系，推广医养护一体化全科

医生签约服务，加快发展智慧医

疗，支持社会力量办医和中医药

事业发展，构建面向全民、覆盖全

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体系，建成

健康中国示范区，让全市人民享

有更健康的生活。

县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建

设康美千岛湖，构建康美环境、康

美产业、康美生活体系，与市党代

会精神要求相统一。作为一名党

员代表，我将全身心投入到卫生

体制改革中去，结合卫计重点工

作，认真贯彻落实好市、县党代会

精神，全面践行“四个人”要求，努

力把自己锻造成为淳安卫计铁军

排头兵中的一员。

让全县人民享有更健康的生

活，目标高远而具体，卫计人任重

而道远，未来的日子我们有信心

继续做好“双下沉、两提升”、分级

诊疗、智慧医疗等工作，让居民都

能享受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服

务，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为早日建成康美千岛湖

努力奋斗。

鸠坑乡中联村党支部委员、
妇代会主任高团花——

在市党代会上，我聆听了市

委书记所作的报告，心情特别激

动，印象也非常深刻。一是报告

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杭州市过去五

年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不论是城

市还是农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环境越来越美，道路越来越宽，百

姓生活越来越幸福；二是报告描

绘了杭州今后五年发展新的蓝

图，催人奋进。作为一名最基层

的党代表，我要认真学习领会市

党代会报告精神，并结合县第十

四次党代会提出的要求，争做乡

村来料加工业的排头兵，为进一

步推动淳安发展作出自己的一份

贡献。

我想从这两方面去贯彻落实

市、县党代会的精神：一是把市、

县党代会精神带回去，并带领广

大乡村党员群众投入新农村建

设，以好党风带好村风，以好村风

树好民风，为打造康美千岛湖作

出贡献。二是要把市、县党代会

精神落到实处，要坚持实干至上、

行动至上，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我还要继续做好来料加

工产业，让农村更多的低收入家

庭和老弱病残人员加入这支队

伍，帮助他们自食其力，过上幸福

生活。总之，我要以实实在在的

工作成效，来回报组织对我的信

任和重托。 （记者 叶青 整理）

建设康美千岛湖 争当行业排头兵

林下经济富农家林下经济富农家

行动起来 全民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