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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上午，我县召开2017年住建系统工作会议，县委常委、副县

长郑志光参加会议并讲话。郑志光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住建系统所取

得的成绩，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记者 江晓帆）

◎3月11日下午，农工党淳安县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县委常委、统战

部长鲁连美到场为2016年度党员工作先进个人颁奖，并希望农工党淳

安县支部全体党员珍惜身份，做精业务，积极履职。（见习记者 徐岳林）

◎3月11日，2017中国自行车联赛浙江·淳安千岛湖站举行开幕仪式，

县领导徐月焕、章传强、何建法出席开幕式。章传强致辞。

（记者 王筱倩）

◎3月10日，2017年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副县

长、公安局长张宏光在淳安分会场参加会议，并要求有关部门及时传达

会议精神，明确考核目标，落实主体责任。 （见习记者 徐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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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县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名单

淳安县人大常委会任命名单

政协第九届淳安县委员会公告
详见第2版

记者
··

储珊
··

3月13日上午，县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县委副书

记、县长董毓民列席会议。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余永青，副主任童

小威、徐月焕、管国良、洪永鸿、叶

春晖、毛夏平和委员共26人出席

会议。会议由余永青、童小威分

别主持。

县委常委、副县长郑志光，县

委常委、组织部长姚伟明，副县

长、公安局长张宏光，县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杨勇参加会议。

会议依照地方组织法规定，

审议通过了相关人事任命议案和

报告。会议举行了任命书颁发仪

式、宪法宣誓仪式。部分新当选

的政府工作部门负责人作了表态

发言。

余永青要求，接受任命的同

志要坚持实干至上，把发展放到

首要位置，敢于担当，善于合作，

竭尽全力实现县第十四次党代会

和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要坚持人民至上，

结合践行“四个人”要求，努力解

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

点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收

入水平、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提

升政府公信力和人民群众满意

度；要坚持法律至上，做到依法行

政，带头学法、知法、守法、用法，

努力弘扬法治精神，增强依法办

事意识和运用法律方式解决问题

能力，同时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监督；要坚持廉洁为本，

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和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树立行政机

关的良好形象。

会议还组织学习了《人大监

督的理论与实践》。

县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次会议
董毓民列席会议 余永青参加并讲话

记者
··

郑文彬
···

3月13日，县政协九届二次

常委会议召开。

县政协主席刘小松主持会

议。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姚伟明

应邀参加会议。

县政协副主席王晓林、何建

法、占志明、胡敏、邵文涛，县政协

秘书长及常务委员出席会议。

县政协“一办六委”副主任，

各工作组组长，正局级干部和县

纪委派驻第一纪检组组长列席会

议。

会议学习了《政协章程》；学

习了全国“两会”精神；学习传达

了杭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协商通过了《县政协常务委员会

2017年工作要点》；协商通过了

《政协淳安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关

于进一步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的意

见》、《关于充分发挥县政协各专

委工作组作用的意见》；协商通过

了人事任免事项；协商讨论了委

员调整事项。

刘小松指出，做好今年工作

对实现九届政协开好局、起好步

意义重大。要结合县第十四次党

代会和县“两会”精神，认真抓好

全国“两会”和市党代会精神贯彻

落实，做到先学一步、真学真做，

并以此指导政协履职工作。要自

觉加强理论学习，全面了解政协

知识及履职相关工作，真正做到

“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要带

头践行“四个人”要求，落实“八个

一”履职责任，争当勇立潮头铁军

排头兵。要加强调查研究，紧扣

全县中心工作，扎实开展各项工

作，进一步提高参政议政、建言献

策能力水平，不断为“坚定秀水富

民路，建设康美千岛湖”作出新的

贡献，为打造“有为、活力、和谐”

政协共筑新的辉煌。

县政协召开九届二次常委会议
刘小松主持

记者 王筱倩/文
汪黎明
···

/
·
摄
·

3 月 11 日

凌晨，千岛湖镇

的马路上和往

常不太一样，骑

行爱好者穿着

各色骑行服纷

纷亮相街头，驶

向他们的目的

地——千岛湖

秀水广场。这

里，因为即将举

行的2017中国

自行车联赛浙

江·淳安千岛湖

站比赛，变得异

常热闹。

离开幕式还有一个多小时，

可参赛的选手们已经开始做准备

了，擦按摩油、检查调试自行车、

商量比赛战术……每一步都仔仔

细细，不敢有丝毫马虎，大家显得

既兴奋又有些紧张。

主席台前也“热”起来了。

活力四射的啦啦操首先登场，瞬

间把分散在各处的观众聚拢起

来；刺激的蹦蹦床表演让大家惊

叹不已。当然，最抢眼的还是参

赛运动员亮车仪式，来自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

地区的28支车队依次上台，与

大家打招呼。

上午8点钟，男子公开组比

赛最先鸣枪，疾驰的车队像风一

样从秀水广场出发，顺时针环绕

千岛湖一圈，共计140公里。一

位姓王的比赛队员表示，自己参

加过前两个赛季的中国自行车

联赛，所以占了一点先机，因为

竞赛路线没有变化，在出发后

45公里以及90公里附近，有两

个近80米的海波落差，是赛事

前后部分的分水岭，自己都提前

做了安排。

今年是千岛湖牵手中国自行

车联赛的第三年，千岛湖上佳路

况和绝美风光完美结合，“环千”

已经成为自行车爱好者中颇为响

亮的赛事名片。

青山绿水间任飞驰

记者
··

义永华
···

3月10日，记者从县人大代

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交办工作

会上了解到，在今年的县“两会”

上，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围绕

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积极参

政议政，主动建言献策，共提出并

立案390件建议、提案，其中县人

大代表建议176件、政协委员提

案214件。

这些建议、提案涉及我县经

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包括道路

交通、城乡建设、生态保护、教育

卫生、民生改善等，凝聚了各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智慧和心血，

反映了基层群众在提升康美环

境、发展康美产业、优化康美生

活、打造康美团队等方面的呼声

和愿望，是宝贵的“信息库”。目

前，这些建议、提案已交给有关单

位办理。

根据要求，在建议和提案的

办理过程中，将以结果为导向，把

解决率作为衡量办理成效的重要

标准。承办单位在正式答复前必

须与领衔地代表、委员进行面商，

在征得代表、委员同意后，正式行

文答复，并不能是简单的“一问一

答”。同时，对办理工作，各单位

“一把手”要亲自研究、亲自抓，分

管领导具体抓，重点和难办的要

亲自领办，确保建议提案办理工

作落地落实。

390件建议提案正式交办

记者
··

江晓帆
···

3月10日上午，县委第二巡

察组正式进驻县司法局，开展为

期20天左右的集中巡察工作。

这也标志着我县第一轮巡察工作

全面启动。

简单的动员仪式结束后，县

委第二巡察组的工作人员马不停

蹄分组开展工作。大家或是发放

调查问卷，收集民意；或是仔细翻

阅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台

账、财务凭证、项目工程建设情况

等材料，寻找问题线索；或是与被

巡察单位的党员干部进行交谈。

“不同于专项检查或工作监

督，巡察是对党组织领导班子和

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主要突

出巡察的政治定位。”第二巡察组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巡察对象

为司法局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巡察重点是突出党的领导，

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紧盯“党的领

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

治党不力”三大问题，着力发现党

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下属单位

负责人是否存在违反“党的六大

纪律”、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

责任”不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

堕落、违规用人等方面问题。

据了解，此次县委四个巡察

组分别对县安监局、县司法局、

县委党史研究室、县残联、县商

务局、县档案局、县文广新局、县

工商联等8家单位开展巡察工

作，巡察时间为3月10日至4月

22日。

县委首轮巡察工作正式启动

记者
··

章晶
··

昨日，杭州市委常委、统战部

长佟桂莉来淳调研统战工作。

县委书记黄海峰，县委常委、

统战部长鲁连美陪同调研。

佟桂莉一行首先来到姜家镇

旅游风情小镇。淅淅沥沥的春

雨，让整座小镇更添诗情画意，佟

桂莉实地走访了文渊狮城以及

36都乡宿、西坡水乡等一批特色

酒店和民宿项目，深入了解这座

曾经是工业重镇的转型发展之

路，并对姜家镇充分挖掘、利用自

身优势资源，以康美产业带动经

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做法给予高度

评价。调研期间，黄海峰也向佟

桂莉详细介绍了淳安在践行“两

山”理论方面所做的探索，以及今

后五年关于建设康美千岛湖的

“作战图”。

佟桂莉对我县2016年统战

工作表示肯定。她说，过去一年，

淳安统战工作全面发展，推进水

平高，工作有特色，在利用淳安以

外的统战资源、促进“淳商回归”

等方面有声有色、富有成效，这与

淳安县委的高度重视、统战部门

的努力付出密不可分。

佟桂莉说，下一步，要将迎接

十九大、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作

为全市统战工作主线，凝心聚力，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

上来。要把讲政治的要求贯彻统

战工作始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为实现“中国梦”而同心、

同行、同向。要加强党委对统战

工作的领导，加快构建“大统战”

格局。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

挥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围绕县委未来五年的目标，做好

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和团结引领

等工作。要加强党外干部的培养

和举荐工作。同时，要加强统战

部的自身建设，全力打造统一战

线的“铁军排头兵”。

此外，佟桂莉一行还走访调研

了旭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凝心聚力 构建“大统战”格局
佟桂莉来淳调研 黄海峰陪同

政协第九届淳安县委员会有关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