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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鲁，你对今年的村里换届工作

有啥好的意见建议，说说看。”在召开全

镇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动员会后，昨日，

临岐镇班子成员迎着淅淅沥沥的春雨，

分组带队再次下村找老书记、老党员、

村两委、代表委员及村民代表谈心谈

话，仔细做好换届相关准备工作。

全县村和社区组织换届工作会议

召开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县23个乡

镇和青溪新城迅速行动，相继以动员会

形式拉开村和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序幕，

对本地区换届选举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明确任务目标，确保按时间节点要求有

序推进。

石林镇以“快、严、新”为要求，在2

月底前就完成了镇主要领导与村主要

干部一对一谈话，镇组织室与现任村两

委干部集体谈话和个别谈话，包村组到

党员、老干部和群众代表家中走访全覆

盖，做到心中基本“有谱”。

文昌镇成立了村“两委”候选人资

格审查小组，对村“两委”成员候选人认

真审查把关，并以会代训形式，组织干

部熟悉换届选举业务知识。

其他乡镇也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标

语、发放宣传资料等有效形式，为换届

工作顺利进行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村和社区组织换届工作是当前受

群众关注的一件大事。为做好这件大

事，我县去年就着手开展“七大准备活

动”，尤其注重按“四个人”标准谋划“领

头雁”人选，全面排摸选情，全力化解矛

盾，严明换届纪律。目前，已派出以县

领导带队的24个联系督导组，深入到

各乡镇指导，确保4月上旬完成村和社

区党组织换届，5月中旬前全面完成各

项换届任务。

以“四个人”标准选好“领头雁”

全县村和社区组织换届迅速拉开序幕

记者 宋士和 叶良喜 通讯员 余
允乾 付波/文 记者 杨波/摄

“杭黄高铁淳安段路地合力，

在全线创造了施工进度最快，环

境保护最优，地方支持力度最大，

党建工作最红，路地和谐最好的

成绩，就像五面旗帜高高飘扬，成

为全线学习的榜样。”这是杭黄公

司董事长王志平对淳安段建设作

出的评价。

杭黄高铁淳安段全长53.7公

里，新建隧道19座共计47公里，

新建桥梁18座共计4632米。全

线最长的隧道、最大的高铁站和

最高的桥梁都在淳安段，不但工

程复杂,施工难度大，而且环境保

护要求很高，因此成为全线贯通

的节点难点工程。

面对巨大的难题，淳安县委

县政府和参加施工建设的中铁隧

道集团、中铁二局密切合作，奋发

拼搏，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终于

在进度、环保、党建、和谐等工作

中一举成为全线的排头兵，让一

面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淳安大地

上。

施工进度全线最快

追求卓越的淳安人民与善于

拼搏的中铁隧道集团、中铁二局

两支施工大军迎难而上，强强联

合，奋发拼搏，争分夺秒抢时间，

快马加鞭抢进度，创造了进场最

快、征地拆迁最快、进隧道最快、

施工进度最快的淳安高铁速度。

到这个月底，淳安段的19座

隧道将全面贯通，18座桥梁除潭

头溪特大桥因千岛湖高铁场站中

途设计扩建而导致工期到5月底

建成外也全部完工。目前，中铁

隧道集团、中铁二局都已开始无

砟道床施工，7月份可进行铺轨。

环环相扣，一路领跑，速度之快令

人咋舌。天目山隧道全长12公

里，不仅是杭黄高铁最长的隧道，

也是华东地区最长的隧道，不但是

杭黄高铁最大的节点工程，而且在

施工中又遇到了洞内有害气体、断

层、突泥、涌水等诸多地质灾害，给

施工带来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

面对一个个难题，项目部的领导

和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一次次克难

攻坚，不但没有耽误工期，而且于

去年年底提前90天将隧道贯通，

得到了上级领导、专家和中央媒

体的充分肯定和高度关注。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淳安

高铁施工进度这么快，是由许多

“小快”结成的“大快”，由路地合

力谱写出来的“大快”。

高铁建设需要沿线乡村部分

群众征地拆迁，征地拆迁又被称

为第一大难事，而对这一难题，我

县高铁指挥部、交通运输局与沿

线各乡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深

入调研，制定政策，超前谋划，摸

清情况，挨家挨户上门工作，工作

做得很细，道理讲得很清，加上淳

朴的淳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需

要征地拆迁的农户无论是新房被

拆、果树被砍、土地被征、全家被

迁，都二话不说，毫无怨言。因

此，淳安段高铁建设征地拆迁工

作只用了一个半月时间就全部顺

利完成，成为全线征地拆迁完成

最快最好的一个县。

2014年 7月和9月，中铁隧

道集团、中铁二局4000余名施工

人员和千余台机器设备进驻淳

安。在其它地方，他们从进场到

施工一般都需要二三个月时间

（因为要搭建项目驻地，等待征地

拆迁工作做好等原因）。可到淳

安，沿线乡村干部群众像迎亲人

一样欢迎他们，不但把村里的大

会堂腾出来为施工大军办公，许

多村民还把自己的房屋挤出来让

他们临时居住，然后又帮他们一

起搭建生活区，而征地拆迁又完

成得这么顺利这么快，为顺利进

场、顺利施工、顺利进隧道奠定了

良好基础，使得这两支施工大军

首次创下了当月进场、当月施工、

当月进隧道的最快纪录。

地方支持力度全线最大

凡参观过、接触过、采访过、

调研过参加淳安高铁建设的中铁

隧道集团和中铁二局的人，听到

他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淳安

的山好水好人更好，感触最深的

一件事就是从未遇到这么好的地

方政府，从未碰到对高铁建设这

么重视支持的乡镇部门和广大干

部群众。一谈到这一话题，无论

是中铁二局Ⅶ标项目部党委书记

何勇还是中铁隧道集团Ⅰ标项目

部党委书记李茂林都会赞不绝口

地给你讲述半天。

“县委书记黄海峰、县长董毓

民刚上任就来看望慰问我们并到

施工现场检查调研，给我们加油

鼓劲，排忧解难。”

“不但县委县政府每年都为

我们施工单位夏送清凉，冬送温

暖，而且县交通运输局、高铁指挥

部和当地乡镇党委政府也来慰问

我们，关心我们。这是我们在其

他地方搞建设从未遇到过的情

况。”

“县交通运输局和高铁指挥

部的领导更是急我们之所急，想

我们之所想，帮我们之所需，事事

处处都为我们施工单位想在前，

工作做在前。如我们进场前，他

们就与乡村一起帮我们选好施工

用地，施工前就做好与公安、供

电、环保等部门的协调工作，保证

了施工用电、民爆品供应和环保

工作。他们经常来工地检查指

导，给我们排忧解难。为保证我

们的施工道路运输畅通，还专门

从公路段成立了一支高铁施工道

路维修队帮我们维护道路。这几

年，在汛期和大雪时，我们的运输

道路遇到了多次山体滑坡和塌

方，县交通运输局和高铁指挥部

的领导都第一时间率抢险分队赶

到现场昼夜不停地抢修，为我们

争取了时间，这是多么好的帮助

与服务！”

“沿线的富文、文昌、左口、屏

门、王阜各个乡镇村的干部群众

把支持高铁建设当做自家的事、

自己的事来做，只要施工单位有

什么困难，他们就提供什么帮

助。2016年春节下大雪使沿线许

多路段冰雪封冻，交通中断，高铁

无法施工。屏门、王阜、左口、文

昌、富文等沿线乡村的主要负责

人亲自带领300余人冒着严寒扫

除道路积雪，保障高铁建设春节

期间照常施工。” （下转第2版）

五面旗帜高高扬 勇当全线排头兵
——杭黄高铁淳安段建设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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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县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

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十二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精神。机关办公室和

各工作机构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组织学习了十二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的基本情况、主要精

神及张德江委员长等领导在浙江

代表团的讲话精神。会议认为，十

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是在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全面实施

“十三五”规划、深化改革向纵深推

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

议，要把学习贯彻五次会议精神作

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会议要求，县人大常委会及机

关全体工作人员要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强化“四个意识”，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

握精神实质、依法尽责做好人大工

作，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探索

依法监督各种方式的组合运用，提

高善抓善督善作善成的履职能力；

要认真贯彻中办10号文件精神，

完善人大依法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机制；要密切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以“践行‘四个人’、代表在

行动”主题活动为总载体，深化“进

选民门、听选民言、知选民心、帮选

民事”活动，完善和落实代表联系

选民等机制，有效发挥代表联络站

功能；要结合实际做好当前各项工

作，助推剿灭劣Ⅴ类水、小城镇环

境综合治理、“最多跑一次”改革等

工作，凝心聚力服务中心大局，提

高人大整体工作水平，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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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一早，细雨后的千岛湖上

泛起飘渺烟波，宛如仙境，5000余名毅行

者或快、或慢，穿梭在烟雨笼罩的绿道上。

这里，2017千岛湖国际毅行大会

正激情盛放。毅行者们都来自全国各

地，他们抱着同一个信念，坚持走完了

自己定下的里程。

本次毅行大会分为 50公里专业

组、30公里专业组、20公里专业组、8公

里休闲组。毅行者可自由选择组别，真

正体验毅行乐趣。

在毅行8公里节点上，杭州的一对

“姐妹花”在为毅行凭证盖上戳记后，并

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前行：“我们挑战

的是20公里的，今天就是来‘折磨’自

己的，相信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踏踏

实实地走，终点总是会到的！”姐妹俩开

怀笑道。

一路上，千岛湖无处不在的美景也

随时随地“犒劳”着毅行者们。

“快看快看，前面有花海！”随着一

大片油菜花映入眼帘，毅行者纷纷拿出

自拍杆、手机、单反各式“装备”拍照留

念。而在骑行桥、观景台、游步道，在蔷

薇花旁，在桃花树下，每一地每一处都

成了毅行者的最美停留。

驴友王凤珠来自金华，见到千岛湖

的第一眼，她的心就被这方湖光山色所

“掳获”，不由赞叹道：“千岛湖，出乎意

料的美，这一路走来，可以说步步都是

美景！”

当毅行者们收获证书和奖牌之时，

所有的疲惫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满满

的幸福……

烟雨山湖共毅行

见习记者
····

汪琛
··

3月15日，肃静的会议室里，县

农办原主任张飞燕、现任主任方海珍

郑重地在《领导干部离任经济事项交

接书》上分别签字。随后，作为交接监

督单位，县纪委、县财政局相关人员仔

细查看交接书内容并签字。

这是我县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工作

会议上的一个场景。据了解，为规范领

导干部管理行为，促进领导干部守法、

守纪、守规、尽责，我县对依法属于审计

监督对象的主要负责人实行经济责任

任前告知、年度报告和离任交接制度。

当天，共有县人社局、环保局、城管

局、石林镇、瑶山乡等29个乡镇部门的

49名领导干部进行了离任交接工作。

“领导干部离任经济事项交接，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传承，离任一方有义

务和责任把任期内一些未了的重大经济

事项等向接任者说清楚，接任一方也能

更好地对接工作，熟悉情况。”会后，县委

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正在进一步

完善领导干部离任经济事项交接工作，

希望在交接对象上扩面，使这项工作在

领导干部当中全覆盖。

我县开展领导干部
离任经济事项交接工作

全力做好村社组织换届

◎3月19日，我县举行2017千岛湖国际毅行大会，县领导徐月焕、何建

法出席大会。何建法致辞，徐月焕宣布开幕。 （记者 郑文彬）
新闻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