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

袁家军省长提出，要“像保护

西湖一样保护千岛湖”，这为我县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指明

了方向，进一步厘清了生态保护

和加快发展的关系。我们要统一

思想，迅速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

有效的举措，进一步打通“绿水青

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实

现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有

机统一。

实现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的有机统一，要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始终将“护一湖秀水”

的使命责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围绕“三个一”目标，落实“四个最”

要求，加快构建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争当美丽中国

和全省“大花园”建设的先行区。

近几年来，从“五水共治”到临湖地

带综合整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已成为淳安发展的亮丽底色，淳安

也在这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

著成效。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要

求都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实践中

展现政治担当和实干精神，我们才

能切实承担起高水平保护、高质量

发展的时代重责，才能为可持续发

展作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

实现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的有机统一，要坚持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质量中高端、发展中高速”不

动摇，主动抢抓全省大湾区大都市

区建设、杭州加快城市国际化和拥

江发展、淳安“两高时代”真正到来

的机遇，瞄准高端要素、高新技术、

高效业态、高净值群体、高效率服

务“五高”方向，推动经济形态转

型，促进产业业态提升，抓好创新

生态培育，全力开辟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新境界。要加快旅游

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打造旅游新产

品新业态，深入推进全域景区化建

设；要盘活存量空间加快转型升

级，注重存量资源提升，盘活闲置

土地和低效用地，有效拓展研发设

计、健康饮品、总部经济等新业态

发展空间。同时纵深推进“最多跑

一次”、国资国企等改革，有效激发

县域发展活力；要跳出淳安发展淳

安，积极推进在杭“飞地”发展，加

快在杭“飞地”招商引资步伐，使其

成为县域经济发展新增点。此外，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进一步加快重点基础设施建

设，稳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大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消薄增收

步伐，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安全感 、获得感。

打赢蓝天、碧水保卫战，让淳

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

清新，这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更是新时代赋予淳安的光荣使

命。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强化担

当、真抓实干，就一定能实现高水

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有机统一，将

淳安这颗璀璨明珠打造得更具生

机活力、更加魅力四射。

争当示范 实现高水平保护
与高质量发展有机统一
—— 二论“像保护西湖一样保护千岛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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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张婧
··

1月9日，全国安全生产电视

电话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

要批示。批示指出：安全生产工

作是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

民安居乐业的大事。2018年，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认真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防范重

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等方面取得积

极成效，成绩来之不易。谨向同

志们致以诚挚问候！新的一年，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生命

至上，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以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

特大事故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应

急应对措施和决策、指挥机制，深

入开展道路交通、化工等重点行

业领域专项整治，全面排查并消

除安全隐患，切实提高防灾减灾

救灾能力，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为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

实，健全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体

制机制，严格落实各方责任，加强

重大风险隐患管控治理，创新安

全监管执法，强化安全科技支撑，

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坚决防范遏

制重特大事故，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县委副书记、县长董毓民在

淳安分会场参加会议，并就贯彻

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提出要求。董毓民强调，安

全生产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的大事，安全生产责任重于

泰山。思想上不能松。尤其在机

构改革的特殊时期，乡镇部门更

要引起高度重视，传达好会议精

神。职责上不能推。明确春运、

森林消防、地质灾害治理、建设工

地施工、旅游安全责任主体，各相

关责任单位要进一步将职责落实

到岗、到人，按规范、流程抓好执

行。措施上不能虚。安监部门对

这次会议的落实情况要予以督

查，牵头做好年关各行业安全生

产工作，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承

担起行业主管责任，相关乡镇平

台要落实主体责任，传达好会议

精神的同时，组织人员开展面上

暗访检查整改，将这项工作切切

实实落到实处。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赖明

诚在淳安分会场参加会议。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董毓民在淳安分会场参加并讲话
记者
··

杨奇
··

1月9日，县委书记黄海峰主

持召开县委十四届五次全体会

议，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和市委

市政府批复同意的《淳安县机构

改革方案》精神。黄海峰强调，要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认真学习、全面领会方案主要

精神和基本内容，精心研究部署、

扎实推进落实，高质量完成我县

机构改革各项任务，为淳安的高

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的机构职能和体制机制保障。

县领导董毓民、余永青、刘小

松、董文吉、徐恒辉、鲁连美、许海

波、张海燕、费林建、胡拥波、汤燕

君等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县委对

深化机构改革高度重视，将其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坚决贯彻中央和省

市委部署要求，全县机构改革工作

稳妥有序推进，在历经调研准备、

研究起草和沟通审核三个阶段后，

最终方案既体现了中央省市的决

策部署和规范要求，也充分考虑了

淳安的县情特点和区域特色。方

案获批复后，我县机构改革也将正

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基本

原则，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要突

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

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严格

按照方案要求，建立健全县委对

重要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统筹

优化党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

高效营商环境，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以机构改革为契机，从

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简政放权的

难点、堵点和关键点，使市场作用

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要着力构

建优化协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

系，综合设置机构、强化职能统

一、坚持问题导向，实现机构和职

能配置更加科学合理；要构建简

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提升基

层治理能力，着眼服务方便人民

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合理配

置行政资源。

会议要求，要周密部署、精心

组织、扎实推进，严格按照方案明

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高质量完成

我县机构改革任务。要提高政治

站位，统一思想认识，深刻领会机

构改革重大意义，自觉贯彻执行

省市委决策部署，勇于自我革命、

服从组织安排，高质量完成机构

改革；要抓住关键环节，周密有序

推进，稳妥开展人员转隶，抓紧集

中办公、挂牌，高标准制定部门

“三定”规定；要强化责任担当，形

成工作合力，各级党委(党组）、党

政主要负责同志、县深化机构改

革协调小组及办公室、各部门要

强化责任落实、狠抓方案执行，确

保机构改革工作保证质量、适度

提前、高效完成；要严明纪律规

矩，营造良好氛围，严格执行机构

改革各项纪律，加强监督执纪问

责，确保风清气正改革环境。

县委十四届五次全体会议召开
黄海峰主持并讲话 董毓民余永青刘小松董文吉参加

记者
··

张婧
··

1月7日晚，省委、省政府在

杭州召开全省“大棚房”问题专项

清理整治行动电视电话会议。

县委副书记郑志光、副县长

商松懋在淳安分会场参加。

会议强调，要把开展“大棚

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作为

重大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工作

责任，作为严肃的政治纪律、组织

纪律、工作纪律，作为增强“四个

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

际行动，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

措，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积极回应农民群众关切

的重要方面，作为全面从严治党、

建设清廉浙江的活教材，作为检

验各级干部担当有为的试金石。

清理整治工作要以秦岭事件为镜

鉴，决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决不允许自行其是，决不允许

弄虚作假。要保持清醒认识、正

视存在问题，坚持要求不减、标准

不降，以钉钉子精神紧抓不放，越

往后处罚越重。

会议要求，要明确任务、细化

标准、压实责任，实行包片包干、

责任到人，对“大棚房”问题再次

进行排查核实，确保不留疑问、不

留死角；对排查出来的问题依法

依规迅速坚决整治，倒排时间、挂

图作战、清单消零，拆除违法建

筑、实现耕地复耕，真正做到农地

姓农。要讲究方式方法，加强舆

论引导，依法办事，做细做深工

作，确保平稳顺利；要逐级压实责

任、层层传导压力，县（市、区）党

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扛起

第一责任人责任，对于属地排查

和整治情况签字背书；纪检监察

部门要主动介入清理整治工作，

对主体责任不落实、排查不彻底、

整治不到位的地区开展执纪问

责。政法部门要结合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彻查“大棚房”背后的利

益链、黑恶势力和保护伞。

严明政治纪律 按时彻底完成清理整治任务
全省“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会议召开 郑志光在淳安分会场参加

记者
··

义永华
···

冬季正是果业管理的有利时

机。在枫树岭镇源塘自然村猕猴

桃精品果园里，村民们忙着除草、

培土，看护园内果树。

枫树岭镇农业工作人员介绍，

源塘猕猴桃基地是下姜现代农业

园区建设的一个项目，目前已完成

150亩的猕猴桃和车厘子种植。

孙家畈创意农业园，下姜精

品葡萄园，凤林港水果采摘园

……沿着淳杨线行驶，一个个横

看成行、纵看成排的现代农业园

区映入眼帘，园内工人忙着为果

苗剪枝，用白色薄膜覆盖着的小

苗正在破土而出。虽是隆冬时

节，却处处彰显出生机与活力。

下姜现代农业园区内农业资

源丰富，已培育了下姜和桃源凌

家的水果、汪村和栗月坪的茶叶、

夏村和丰家源的中药材等一批特

色农业精品基地，呈现出“丰富多

样、五彩缤纷、绿色生态、四季飘

香”的田园综合体特点。

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以农业

园区建设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推进

农业与旅游、乡村与产业的深度融

合？为此我县积极探索，结合当地

发展实际，着力建设下姜现代农业

园区。该园区涉及枫树岭镇的下

姜、源塘、枫树岭、薛家源、上江、夏

村、伊川、汪村、陈家源、夏峰、丰家

源、红光，大墅镇的大墅、孙家畈、桃

源凌家、洞坞等16个行政村。围绕

各村特色亮点，打造“农业游乐园”。

“下姜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是一

个系统性工程，更是一项促进百姓

增收的富民项目，我们要充分发挥

下姜核心区建设的引领与龙头带

动作用。”枫树岭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土地流转等政策，下姜村

这些年建成的葡萄园、草莓园、茶

叶园、中药材园等几大产业园区，

让村民收入“节节高”，下姜的发

展成为众多乡村的“标杆”。

凤林港水果采摘园已完成水

库拦网、配套码头和景观改造建

设，汪村桃园已完成水泥路建设，

下姜林下中药材示范基地建设已

完成林下基地抚育工作……如今，

走进下姜及周边地区，各精品果园

提升、中药材示范基地建设等都在

如火如荼推进中。在美了园区的

“面子”时，也将鼓了农民的“袋子”。

农业园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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