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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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直机关工委书记余运德——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描绘了一个独

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县第十

四次党代会勾勒了一个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康美千岛湖，我作为市县

党代表，精神振奋，信心满怀。

下一步，我们县直机关工委将认

真贯彻落实市县党代会精神，组织发

动71个县直机关单位党组织、2400

余名机关党员在建设世界名城和康美

千岛湖中走在前、作表率、当先锋，重

点做好三篇文章。

一是做好“党建+”文章。以“党

建+”为舞台和战场，全面开展“党建+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党建+旅

游”、“党建+环保”等工作，将党建工

作和业务工作、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把

项目变成计划、把计划变成清单、把清

单变成成果，为建设“三个康美”、“四

个淳安”和“五个千岛湖”贡献智慧和

力量。

二是做好“机关效能”文章。发动

机关党组织和机关党员干部创新机

制、创新载体，进一步简环节、优流程、

提效能，并探索推进“互联网+服务清

单”公共服务模式，让数据多跑腿、百

姓少跑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优化机

关工作作风，力争群众办事“最多跑一

次”。

三是做好“从严治党”文章。深入

推进机关党建“整体提升”，全面贯彻

《准则》和《条例》要求，确保从严治党

要求落到实处。深入开展机关纪律作

风教育，综合运用各类载体，强化党员

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为践行“四个

人”要求，打造康美团队淳安铁军提供

坚强保障。

千岛湖秀水街经营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王干——

这次很荣幸作为旅游行业的代表

参加杭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听了赵

书记的报告，我精神振奋，也更加热爱

杭州这座城市。过去五年，杭州发生

了深刻的变革，取得了瞩目的成绩，特

别是2016年成功举办了G20峰会，

作为提供保障服务的旅游人，我深感

骄傲和自豪。

赵书记在报告中提出，杭州今后

五年将打造“创新活力之城”、“历史文

化名城”、“国际重要商贸中心”、“生态

文明之都”、“东方品质之城”，作为一

名基层旅游管理者，我将深入贯彻报

告精神，积极推动我县旅游事业新发

展。一是打造创新企业，积极推进经

营理念、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创

新，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二是打造

文化街区，积极推进文化与旅游融合

发展，加快秀水街文化体验特色街区

打造；三是打造康美示范点，以旅游码

头和秀水街为重点，争当全县最高颜

值示范点；四是打造旅游铁军，认真践

行“四个人”要求，带好团队，激发干

劲，锻造一支旅游铁军。

千岛湖镇屏湖村党总支书记助理
郑绿叶——

首次参加市党代会，内心比较激

动。听着各位领导在报告讨论会上的

发言，心里有很多感触，作为大学生村

官，能有这个机会去聆听学习是非常

难得的。我要把市党代会的报告蓝图

带回我们屏湖村。

下一步打算组织广大党员为屏湖

村建设出谋划策，尤其是“两山理论，

生态保护”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党员

的带头示范作用，集聚群众力量，形成

人人保护生态的良好氛围。除了生态

保护，建设独特韵味的屏湖村也是很

重要的。屏湖属于千岛湖，千岛湖属

于杭州，建设独特韵味的杭州少不了

屏湖的建设，我们要打造一个康美、智

慧、人文的屏湖。

另外，作为90后的我还有一些扎

根基层的个人感悟：一是要沉得下来，

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二是要耐得住寂

寞，在基层岗位上要受得了委屈，才能

做好本职工作。

屏湖的今天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

心与支持，也离不开村干部的努力与

奉献，更离不开群众的配合与理解。

只有万众一心、齐心协力，才能把屏湖

村打造得更好。

（记者 叶青 整理）

学习贯彻作引导 康美建设当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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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我县召开县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交

办工作会，县领导郑志光、叶春晖、王晓林参加。郑

志光要求，要清醒重视，诚恳面对；创造条件，真心办

理；落实责任，确保效果。 （记者 义永华）

◎昨日，县开发总公司举行“承勤俭家风，育廉洁家

园”活动，县委常委、副县长吴东明参加活动并讲话，

他要求，开发总公司要以践行“四个人”为要求，锻造

新时期新安兵营“好家风”，在生态建设、渔业升级、

森林旅游发展等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见习记者 汪琛）

政务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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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6个月 5.4%
12个月 6%

期限 年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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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我县首个“全民清

洁日”。上午9点，“全民清洁

日”活动启动仪式在千岛湖广

场举行。

县委书记黄海峰出席，并

宣布“全民清洁日”活动正式

启动。

县领导刘小松、董文吉、

徐恒辉、童小威、何建法参加。

启动仪式上，我县环卫工

人代表宣读倡议书，县机关党

员代表、市民代表作表态发

言。

从今年起，县委、县政府

将每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五

定为“全民清洁日”。该活动

以“全民动手、清洁家园”为主

题，以扮靓城乡为目的，以全

员参与为核心，通过与爱国卫

生运动、文明创建活动相结

合，广泛发动群众参与，达到

城乡容貌改善、人居环境优

化、民生建设落实、文明新风

普及的目标，为建设康美千岛

湖提供有力支撑。

启动仪式结束后，县领导

黄海峰、董文吉、徐恒辉与干

部群众一起，前往南山社区紫

荆花园小区打扫卫生。在现

场，黄海峰一行拿起铁钳、垃

圾袋等劳动工具，在小区道路

和绿化带里捡拾垃圾。路上

的烟蒂，没有放过一个；绿化

带里的枯枝败叶、塑料袋、玻

璃等陈年堆积物，被一点点清

理出来。当天，尽管气温下

降，天空还不时飘起细雨，但

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受这种

火热的干事氛围感染，该小区

一位70多岁的老大妈也加入

到环境整治的队伍中，并赞叹

道：“党员干部带头打扫卫生，

好！”

黄海峰边清扫边与千岛

湖镇负责人、社区工作人员亲

切交流，详细了解当前社区环境卫生存在的突出问

题、垃圾分类推进情况以及小区业委会成立情况。

黄海峰说，环境卫生整治重在落实责任，加强宣传引

导，建立长效机制，注重常态化管理，确保人人参与，

共同建设整洁有序、温馨文明的人文环境。

刘小松、童小威、何建法一行来到望湖社区开展

清洁环境活动。他们冒着细雨，穿着球鞋，手拿扫把、

钳子、铁锹等劳动工具，仔细清理绿化带、楼道口、通

道等区域。清理过后，绿化带里的枯枝败叶、塑料袋、

泡沫箱等垃圾全被清除，社区环境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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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县将每年3月的第

二个星期五定为淳安县“全民

清洁日”，以动员全县上下用双

手扮靓家园，用行动创造洁净，

提升全民保洁意识，打造城乡

优美环境，这是一件顺民心、得

民意、惠民生的事情。

近年来，我县通过深化“清

洁乡村”、“三改一拆”、“无违建

县”创建、生活垃圾分类、美丽

庭院建设等工作，城市面貌发

生明显变化，市民素质显著提

升，城乡环境更加整洁有序、温

馨文明，先后成功创建了中国

宜居城市、国家园林县城、全球

绿色城市。

荣誉属于过去，成就在于

未来。建设康美千岛湖，城乡

环境是基础，“全民清洁日”不

仅仅是一句口号、一日活动，最

重要的是唤醒群众的环境意

识，激发群众的参与意识，以

“政府引导、党员带头、全民参

与、综合整治”的思路，破解“少

数人管理、多数人糟蹋”的环境

问题。

让我们积极行动，争做“全

民清洁日”的参与者。扮靓家

园，需要每一个人以主人翁的

态度和责任，从身边的小事做

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遵守公

德，摒弃陋习，不在公共场合大

声喧哗，不随地乱丢垃圾，不乱

穿马路，不破坏环境，认真落实

“门前三包”制度，营造人人参

与、清洁家园、共建文明的良好

氛围。

让我们积极行动，争做“全

民清洁日”的推动者。环境综合

整治行动，不仅要靠政府，更需

要全员参与，一起动手，共同努

力。政府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

积极调动群众参与，确保“人人

参与、人人有责”。党员干部、企

事业单位人员更要发挥影响他

人、带动社会的示范作用，以自

身的实际行动带动更多的群体

投身到活动中去，营造更加干

净、整洁、靓丽的环境。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开

展“全民清洁日”活动，人人受

益、人人有责。希望每一个人

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点

滴做起，康美千岛湖会因你我

他而更加靓丽、更具魅力！

全民行动，让康美千岛湖靓丽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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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光好，添植新绿正当

时。昨天下午，我县党政军领导前往

许源林场上江埠林区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为林区再添新绿。

黄海峰、刘小松、姚伟明、吴东

明、许海波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县人民

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武部领导及

县绿委会成员单位负责人等参加活

动。

尽管天空下起了小雨，但丝毫没

有影响众人的植树热情。到达许源林

场上江埠林区后，大家纷纷穿上雨衣，

拿起锄头、铁锹加入到种植树苗的队

伍当中。县领导一行与绿委会成员单

位的干部职工或两两一组，或三五人

一组，大家分工协作，个个干劲十足，

挖坑、移苗、扶株、回填、培土，你一锹

我一镐，严格按照标准认真完成每一

道工序，大家互帮互助地将一棵棵树

苗栽入土中。忙碌了一个小时后，一

株株红豆树、银杏、浙江楠、榉树、红

枫、桂花、细叶青冈迎风挺立，把林场

装点得生机盎然。

今年，我县将紧紧围绕“坚定秀水

富民路，建设康美千岛湖”战略部署，

重点抓好千岛湖森林彩化、环湖森林

景观修复、两高入城森林景观提升工

程等工作，计划完成义务植树18.4万

人次，植树60万株。截至目前，全县

已完成义务植树9.3万人次，种植树

木29.3万株，其中珍贵彩色树种5万

余株。

千岛湖畔又添新绿
黄海峰刘小松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义务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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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信息工程专业的张

琳在浙江省春季人才交流会上找到了心仪的工

作，成功和浙江云迪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达成了就

业意向，他说：“淳安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能在浙

江云迪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这样前景好的企业找到

适合我专业的岗位，我感到很开心。”

日前，县人力局组织千啤、康盛等7家企业赴杭

参加浙江省春季人才交流会，共提供各类岗位128

个，涉及市场营销、电气类工程师、软硬件工程师等

相关领域，吸引了众多县外人才踊跃报名，最终，与

我县达成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人员就业意向的有49

人，实现了今年首场县外人才交流活动“开门红”。

据县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我县将继

续有计划、分阶段地组织企业参加县外人才交流，目

前已安排人才交流活动7场，其中3月24日还将组

织企事业单位赴武汉、成都引才。

首场县外人才交流会
实现“开门红”

今
日
导
读

淳安党政考察团赴丽水“取经”
部门、乡镇“一把手”们
学到了啥？想到了啥？

（详见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