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淳安县千岛湖传媒中心出版 地址：千岛湖镇开发路129号 总编辑：宋士和 电话：64813700 值班总编：叶良喜 电话：64820707 责任编辑：叶青 电话：64827371 广告经营许可证：杭工商淳广许2004001 广告热线：64831319 13968105687 13868016661

新闻报料热线
64831300 15057153399
在线投稿
qdhnews@126.com

中共淳安县委主办 第2614期 [总第2919期]
今日8版

星期三 2017年3月
农历丁酉年二月十八 15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千岛湖新闻网
www.qdhnews.com.cn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属有关部门：
根据《关于开展五水共治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2017年度第一

次检查的通知》（淳五水共治指

〔2017〕5号）文件要求，县五水共

治指挥部专门组织力量于2月

14日至24日对全县所有乡镇所

有行政村进行了专项检查，并按

新的方式对乡镇进行了评分和排

名。

淳安县五水共治指挥部
2017年3月6日

关于五水共治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2017年度第一次检查情况的通报

淳安县五水共治农村环境综合整治2017年度第一次检查情况

备注：①年平均分由本次得分和此前的11次得分合计后取平均值所得;

②本次排名按年平均分从高到低排列。

附：《淳安县五水共治农村环境综合整治2017年度第1次检查分

乡镇到村得分及排名》详见本报今日第6版

乡镇
名称

临岐镇
石林镇
安阳乡
威坪镇
梓桐镇
瑶山乡
文昌镇
富文乡
浪川乡
宋村乡
大墅镇

其中本次
得分

95
96
93
94
96
96
92
94
94
95
93

年平
均分

95.441
95.274
94.826
94.791
94.634
94.623
94.506
94.489
94.413
94.383
94.382

本次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乡镇
名称

鸠坑乡
千岛湖镇
姜家镇
金峰乡
中洲镇
里商乡
屏门乡

枫树岭镇
左口乡
界首乡
汾口镇
王阜乡

其中本次
得分
92
93
96
95
91
91
93
94
95
92
91
91

年平
均分
94.193
94.058
94.015
93.968
93.914
93.783
93.754
93.666
93.599
93.563
93.174
93.163

本次
排名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记者
··

章晶
··

昨日，全县经济工作会议召

开。县委书记黄海峰在会上强

调，要增强紧迫感，坚持行动至

上、实干至上，全面启动、加快推

进各项工作，让淳安的发展既有

“面子”，更有“里子”，既有“颜

值”，更有“气质”，既有“当下”，更

有“未来”，以实际行动不断开创

康美千岛湖的崭新局面。

县委副书记、县长董毓民主

持会议，并代表县政府与相关单

位签订服务经济、生态工业责任

书。

刘小松、董文吉、赖明诚、郑

志光、姚伟明、吴东明、鲁连美、宋

立新、许海波等县四套班子领导，

县法院院长出席会议。

会上，县委副书记董文吉通

报了有关工作业绩考核和经济发

展典型。会议表彰了各类先进，

部分代表作了交流发言。

“要认清比较优势，进一步增

强发展的信心。”黄海峰在讲话中

说，淳安发展经济，首先要知道自

己有什么。淳安有一流的生态环

境、重要的发展机遇、良好的发展

态势和独特的政策优势，正处于大

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绝

不能妄自菲薄，要切实增强发展经

济特别是发展新兴产业的信心。

“要找准发展模式，进一步提

升发展水平。”黄海峰指出，要坚

持“五大发展理念”，突出“四个发

展”。在发展路径上，要生态发

展，打造“五个千岛湖”，把生态价

值最大化，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在发展方法上，要

精准发展，点到穴位、找准突破、

提升效果，避免盲目性、大呼隆、

一刀切；在发展速度上，要加快发

展，确保在26个加快发展县中走

在前列、在杭州地区不断向前进

位；在发展保障上，要合力发展，

全县上下同频共振、齐心协力，不

断克难攻坚，实现加快发展。

“要突出工作重点，进一步狠

抓工作落实。”黄海峰强调，要实

施精准发力，做到产业精准定位，

政策精准给力，考核精准实施。

要坚持项目带动，一方面，加快推

进已有项目，另一方面，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要强化平台支撑，进

一步完善管理体制、推动产业集

聚、加快项目推进。此外，还要继

续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

积极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以及国

企管理、旅游管理等改革，强化人

才、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为全

县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董毓民

要求，要亮开嗓子，把全县党员干

部的思想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

策和部署上来，唱响经济发展的

“淳安声音”。要下好单子，尽快谋

划细化各项工作，把任务项目化，

项目责任化，责任具体化，体现经

济发展的“淳安决心”。要迈开步

子，切实转变作风，主动深入一线，

当好企业发展的服务员，营造经济

发展的“淳安环境”。要抽准鞭子，

创新督查方式，以督查来促进快落

实，以落实来促进快发展，形成经

济发展的“淳安速度”。

副县级干部，政协秘书长，各

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分管服务

业、旅游业、生态工业、招商引资工

作的领导，各部门党政正职或主持

工作的副职，相关单位正局级组织

员，县纪委派驻各纪检组组长，县

委巡察组组长，县委巡察办主任以

及受表彰对象、相关企业代表等参

加了会议。

全县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以实际行动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
黄海峰讲话 董毓民主持 刘小松董文吉等参加 记者

··
义永华
···

3月14日，县政府举行第一

次全体（扩大）会议，贯彻县党代

会、县“两会”精神，进一步明确任

务、狠抓落实，确保今年县政府各

项工作任务顺利实现。

县委副书记、县长董毓民讲

话，并代表县政府与相关单位签

订了目标责任书。

县委常委、副县长郑志光主

持会议。

县领导吴东明、宋立新、许海

波、童小威、章传强、费林建、张宏

光、商松懋、王晓林等参加会议。

董毓民指出，政府工作就是抓

落实、促发展，下发的指标就是发展

目标，要聚精会神抓发展，一心一意

谋康美，抓住项目、改革、服务等重

点，以更加蓬勃的朝气、昂扬的斗

志、务实的作风，全力推进各项工作

落实，为建设康美千岛湖、推动淳安

复兴策马扬鞭、努力奋斗。

董毓民指出，项目为王，就是

要用实实在在的工作回答好“项

目是什么”“项目怎么来”“项目看

什么”这三个问题。项目就是指

度假、有机、养生、智造、创意“五

个千岛湖”的产业体系；项目要靠

招商引资，以“智商”精准招商，以

“情商”做好亲情、乡情招商，以

“毅商”持之以恒招引，做到拿好

“菜谱”让客商“点菜”；项目成功

关键还要看投资和税收。

董毓民强调，改革是金。要

打破障碍，必须要有改革的精神

和勇气，向改革要活力。改革快

不得也慢不得，要蹄疾步稳，明确

政府机构、国有企业、旅游管理体

制、投融资制度、行政审批制度这

五大改革的作战图和时间表，确

保各项改革按时完成。服务至

上。当前，一些项目谈而不签，签

而不落，落而不顺，反映出服务环

境精明而不高明、清爽而不亲商、

敬畏而无为三大问题，要针对这

些问题对症下药，加快整改，尽可

能延伸服务触角，发扬马上就办、

办就办好的精神。

会上，汾口镇、大墅镇、旅游

集团、县农办、县住建局主要负责

人作了表态发言。

董毓民在县政府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强调

聚精会神抓发展
一心一意谋康美

昨天召开的全县经济工作会

议上，县委书记黄海峰对今年我

县的经济工作作了全面部署，要

求全县上下提振信心、振奋精神，

进一步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努力

开创淳安经济发展新局面。

我们要把握优势，提振发展

信心。淳安发展经济既存在明显

的劣势，也有十分突出的优势。

我们既要有勇气变劣势为优势，

更要有眼力牢牢把握现有的优

势。淳安当下有着许多难得的比

较优势，比如一流的生态环境，只

要我们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

系，在当前甚或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生态环境都会是淳安最大的

发展优势和最核心的竞争力。再

比如淳安还面临着许多重大的发

展机遇，尤其是大众消费进一步

升级，健康时代悄然到来，对生

态、环保、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进一

步提升，这对千岛湖发展康美产

业是最大的利好。诸如此类，这

么好的机遇放在眼前，我们没有

理由不好好把握，更没有理由不

提振发展信心。

我们要认清形势，确立发展

模式。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这对淳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结合淳安的发展阶段、发展

基础、发展实际、发展重点，在坚

持“五大发展理念”的同时，更要

凸显生态发展、精准发展、加快发

展、合力发展。生态发展是淳安

的必由发展路径，市党代会报告

提出“生态是建设世界名城的本

底”，作为占了杭州四分之一多地

域面积的淳安，如何做好生态保

护与发展的文章，将直接影响到

杭州世界名城的建设。我们还应

该看到，2016年尽管在全省26个

加快发展县中，淳安总体发展水

平处于前列，但农民收入排名靠

后，城镇居民收入也位于中等，这

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快发展

步伐，精准发展，合力发展，努力

与全省同步建成高水平小康社

会。

我们要实干至上，落实发展

目标。县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

今后五年要“着力构建康美环境、

康美产业、康美生活三大体系”，

这其中康美产业是主导，要让全

县人民共享美好环境和幸福生

活，淳安经济必须发展，而这离不

开“康美产业”的支撑，县第十四

次党代会已对康美产业发展进行

了系统谋划，县委2017年工作要

点和政府工作报告都对今年的工

作进行了具体部署，经济发展的

各项指标也分解并下达到各乡镇

和部门，接下去我们必须紧盯目

标，精准发力，扎扎实实地撸起袖

子加油干，以实际行动落实发展

目标。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淳安新

一轮经济发展的号角已经吹响，

让我们认真贯彻落实这次全县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同心协力，开拓

创新，坚定不移地朝着建设康美

千岛湖的宏伟目标奋进。

实干至上 加快发展 全面建设康美千岛湖
本报评论员

阳春三月，春光明媚。
当下的千岛湖，山上、田野、
湖岸边处处是花的海洋，油
菜花、梨花、樱花、山花怒
放，美丽的春光吸引了众多
摄影家和摄影发烧友前来
创作采风。

记者 汪黎明/摄

通讯员
···

方勇
··

3月5日，原省军区副司令员

少将、现任省人民政府参事徐金

才，捐款从外地购买一棵树龄约

50年的大樟树，把它移栽在家乡

威坪镇凤凰村口，以表达他对家

乡父老乡亲的关心关爱，并作为

故乡情结的寄托。

上世纪六十年代就离家参军

的徐将军，一直热衷于家乡的各

项事业发展，先后多次参与家乡

的公益活动，积极为家乡经济、社

会发展出谋划策、牵线搭桥，并多

次捐款为母校和村镇置办公益事

业。身在省城的他始终牵挂着家

乡的经济和交通发展，还多次向

省委省政府撰写调研报告，都得

到了逐一落实。

将军捐资种樟树 康美家乡尽义务

记者
··

储珊
··

“之前就看到新闻，很想帮她

一把，刚好又有了这次的捐款行

动，我就立马捐了。”前两天，县城

管局城南中队的杨月红得知给汪

凌莹捐款的消息后，第一时间伸

出援手。她说，同为浪川人，一定

要尽一份绵薄之力，帮她实现“站

起来，去读书”的愿望。

原来，今年2月底在得知浪川

乡双源小学12名老师常年坚持为

轮椅女孩汪凌莹授课送教情况后，

县委宣传部、县直机关工委会同团

县委、县妇联、县残联等部门联合

发出倡议，在县直机关党组织和广

大机关党员干部中开展“爱心接力

行 帮助小凌莹”募捐活动，以帮助

小凌莹解决实际困难，守护坚强

“轮椅女孩”的梦想之火，传承最美

送教老师的人间大爱。

倡议发出后，县人大办、县委

组织部、县财政局、县妇联……一

个接着一个，一场为了“轮椅女

孩”实现梦想的捐款行动在我县

全力起航。50元，100 元，300

元，甚至更大的数额，不断投入红

色捐款箱……他们没有留下名

字，却留下了美好的祝福。

“我的孩子和凌莹差不多大，

那天我带着儿子一起捐的。”3月

8日当天，临岐镇梅口村的方红

霞以“母爱”的独特形式庆祝自己

的节日。

这段时间以来，像杨月红、方

红霞一样的爱心人士不断涌现。

除了以实际行动捐献爱心，他们

还不断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

体转发关于小凌莹的新闻，期待

更多的人向她伸出援手。

据统计，截至记者发稿，共有

51家单位捐款20余万元。这笔

爱心款，将用于小凌莹的治疗及

生活开支。

我县各界纷纷向小凌莹
伸援手

千岛湖畔
采风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