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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按“两高”

发展要求，勇于拿出“破”的勇气，

“立”的魄力，直面问题，剑指“要

穴”，用创新驱动，实招硬招为盘活

绿色净土打开新空间，开创新路径。

剑指“肠梗阻”，为“多规合一”

开辟新通道。针对“规划多面而不

统、行政管理多头、技术标准不一、

部门衔接困难”，以及在具体操办中

存在的“肠梗阻”问题，按照水环境

功能区规划调整方案，结合“三条红

线”，高质量推进“国土三调”工作。

同时按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进度，

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城乡规划等空间性规划融合统

一，实现“多规合一”，解决条块分割

弊端，优化规划精准度，推进规划快

速度。

剑指“遗留症”，为闲置资源利

用立起新景象。针对沿湖整治过程

中大部分土地将不再开发利用、闲

置浪费成了“遗留症”的问题，全面

盘整，积极破题，采取“宜林则林，宜

耕则耕，宜绿则绿”的方式，全面建

立千岛湖标准的建设用地复垦新模

式，通过统筹争取省级资金，由省财

政先予以垫资储备，达成“复耕+复

林配额”的交易，积极推进绿色保护

和闲置利用工作。

剑指“嗜睡症”，为激活农村宅

基地增添新动能。目前全县闲置、

废弃宅基地面积有9000余亩，可复

垦面积至少达3000余亩，由于农村

宅基地复垦补助标准低于周边县

市，以及统筹协调宅基地收回村集

体难度大等问题，导致乡镇村积极

性普遍不高，可利用土地长期“沉

睡”。为着力破解这一难题，一方面

积极向上争取提高补助标准，一方

面通过深入调研，广泛宣传，探讨建

立全县农村宅基地复垦指标和水田

指标的交易市场，鼓励各乡镇积极

盘活闲置资源，摒弃“等、靠、要”思

想，通过节约用地、盘活利用，为农

民致富、农村增收挖掘潜能。

县妇联以“破旧立新、思想解

放”为载体，开展美丽庭院升级版建

设行动，创新“任务清单化、庭院特

色化、创评竞争化”三化融合机制，

着力推进“菜园、花园、艺园”三园特

色主题庭院打造。

破“低小散”立“新目标”。县妇

联启动寻找最美“三园”庭院活动，

明确创建任务清单，推动美丽庭院

提质扩面，在保持现有水平的基础

上进一步拔高标杆、提升档次，确定

2019县级“美丽庭院”示范建设村

27个,巩固提升2018年创建村24

个。根据年度目标任务，细化创建

标准，确定时间节点和路径，明确县

妇联、乡镇妇联、村社妇联、农户四

张任务清单，增强群众的参与面和

获得感。

破“同质化”立“新主题”。为避

免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千篇一律，县妇

联借力专业团队，对农户庭院美化设

计进行现场指导。根据乡镇特色和

农户生产生活实际，引导农户就地取

材，破旧立新，创建菜园式、花园式、

艺园式的“三园”主题美丽庭院。

破“应付观”立“新举措”。完善

创评竞争机制，开启强强、户户大比

拼创新模式。对全县开展美丽庭院

建设的27个示范村，县妇联以抽签

的形式分成12个组，在每季中旬组

织各乡镇分管领导和妇联主席开展

强强大比拼。各乡镇妇联同步开展

农户庭院户户大比武活动，县妇联

每季评选10户最美“三园”庭院，全

年共评选出30户县级最美“三园”

庭院。此外，县妇联还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开展“最美庭院女主人”电

视展演大赛活动，把“美丽”创建引

向深入，提高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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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旧立新、思想解放”大讨论

政务要览

记者
··

唐家凯
···

5月14日，浙江艺术家基层采

风暨长三角三省一市摄影家联合创

作采风“走进浙江”活动在我县枫树

岭镇下姜村拉开帷幕，来自浙江、上

海、江苏、安徽等省市的30余位摄

影家汇集一堂，用艺术的视角，镜头

的语言，展现淳安大好河山。

在淳安站采风活动中，摄影家

们先后来到颇具特色的巨网捕鱼现

场、自然风光旖旎的梅峰观岛景点、

红色文化浓厚的下姜村、拥有全国

首个数字养蜂基地的源塘村等地开

展摄影创作。

“淳安拥有绝佳的生态、秀美的

山川、厚重的文化和幽雅的创作环

境，今年正是新中国的七十周年大

庆，我们更要用图像去展示我们祖国

的美丽风貌，这次活动也将促进三省

一市摄影艺术界的相互交流，进一步

提高摄影艺术的创作水平。”浙江省

摄影家协会主席吴宗其介绍说，希望

此次摄影采风活动，增强文艺工作者

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用艺术

形式讲好浙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人民幸福的生动故事。

近年来，我县不断加大摄影基础设

施建设，举办高端摄影赛事活动，提升

摄影人才队伍，鼓励摄影精品创作，加

强与外界沟通交流，促进了全县摄影产

业健康快速发展。我县先后被授予“全

国摄影创作基地”和“PSA china千岛

湖摄影基地”等荣誉称号，金峰乡被授

予全国“摄影小镇”，姜家镇被授予“中

国摄影艺术乡村”称号，为淳安文化、旅

游、摄影等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
◎5月14日，浙江艺术家基层采风暨长三角三省一市摄影家

联合创作采风“走进浙江”活动在我县举行，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汤燕君参加活动并讲话。 （记者 唐家凯）

这几天，千岛湖镇青溪
村，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
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样子，
着实是讨人喜欢。枇杷园
里，胡师傅正忙得不亦乐
乎。“这两天太阳大，气温
高，来采摘最好了。到了月
底，我们村里的枇杷就采得
差不多啦。”胡师傅说。

记者 王建才 摄

记者
··

汪苏洁
···

为贯彻县委十四届六次

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县委宣

传部指导淳安发布微信公众

号策划《拥抱新时代 展示新

风采》系列宣传，全面报道各

乡镇的“康美发展”，营造“坚

决破旧立新 坚持‘两高’发展

——以全新姿态拥抱发展新

时代”的浓厚舆论氛围。

今年2月28日至5月4

日期间，淳安发布根据23个

乡镇自身资源禀赋、自然风

貌、人文历史、产业发展等特

点,用图文音并茂的形式“描

绘”了各乡镇独具特色的魅

力,全面展示了淳安城乡的发

展面貌。可以清楚看到各乡

镇日新月异的面貌，感受到各

乡镇继往开来的勇气和决心，

且通过借助新媒体力量发挥

对外交流的“窗口”作用，让在

外的淳安游子们看到了家乡

的变化和发展，使淳安人凝聚

起家乡发展共识，画出最大

“同心圆”。

据悉，自系列报道推出

以来，受到广大市民、微友的

关注，产生了热烈的反响，阅

读量共计超过20多万余人

次，点赞数高达5千多余人

次，相关话题参与讨论量4千

余人次，单篇最高阅读量高达

4万多余人次，充分展现了淳

安发布新媒体的品牌活力。

淳安发布在一季度全省区县

市政务新媒体中排名第五。

枇杷熟了
待客来

记者
··

郑文彬
···

5月 1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

董毓民率队赴石林镇调研。他强

调，要坚持把环境保护放在首位，将

运动休闲进行到底，打造特色运动

小镇，推进乡村振兴，增进民生

福祉。

当天，董毓民一行先后来到石

林镇游客接待中心、运动街区、和邑

港湾运动酒店、房车营地、水上运动

之家、水上运动基地、倾境千岛湖精

品酒店、东南庄园项目等地，实地调

研石林运动小镇相关情况。

在听取石林镇和相关部门汇报

后，董毓民指出，在推进运动小镇建

设过程中，石林镇党委政府坚持主

客共享，唤醒了沉睡资源、披上了动

感新装、展示了康美肌体，走出了一

条特色发展新路，成为了表率和

示范。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董毓民强

调，要把环境保护挺在首位。做到

拆整结合，要把临湖地带综合整治

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切实当好示

范，确保按计划高质量完成。注重

点面结合，环境保护是最大的政治

担当，点上要严管各类污染源，做

到污水“零直排”；面上要抓好“肥

药双控”等工作，减少农业面源污

染。坚持政企结合，更好发挥政府

主体作用，严格把好环境准入关

口，引导督促企业切实履行环境保

护主体责任。

董毓民强调，要把运动休闲进

行到底。建设要精，突出精致精细，

做好基础配套和城镇建设，进一步

丰富运动休闲小镇业态，让游客“留

得住、玩得好、多消费”。拓展要特，

引进品牌活动、品牌赛事、品牌教

练、品牌运动员，彰显运动休闲特

色。营销要准，进一步深挖研学、团

建等市场，实现目标消费人群精准

营销。管理要严，多一些“看不惯”，

把“好品质、更细致”理念贯穿始终，

精益求精做好城乡风貌、旅游品质

等提升工作，努力把石林运动休闲

小镇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品牌

小镇。

董毓民要求，要把民生福祉放

在心上。将运动休闲产业与促进

农户增收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带动

就业、发展民宿民居等方式，多方

面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将运动休

闲产业与推进村集体经济消薄紧

密结合起来，用足资源禀赋，借势

借力运动小镇，不断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

副县长丁熠锋参加调研。

记者
··

王筱倩
···

安全是发展之基、民生之本，安

全生产情系千家万户。5月12日发

生的温岭市松门镇农用车侧翻事故，

又一次敲响了安全生产警钟。为深

刻吸取事故教训，日前，县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下发《进一步加强当前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乡镇

部门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以积极负责

的态度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通知要求，各乡镇及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忧患意

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

追责”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地方

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

定》，党政领导干部要加强研究部署

和督查检查，把措施落实到项目，任

务分解到现场，责任落实到岗位和

人员。确保“工作部署到位、制度完

善到位、责任细化到位、物资储备到

位、隐患排查到位、应急响应到位”。

当前正值汛期和高温时节，是

各类事故的易发时期。各乡镇部门

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安全生产特

点，督促指导各类企业开展防汛和

高温检查，加强隐患排查整改，切实

消除隐患。要按照“先立后破、不破

不立”的要求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及

防汛防台、森林防火、地质灾害防治

等工作。要严防强降雨、冰雹、洪

水、台风、泥石流、山体滑坡、雷电、

高温等自然灾害引发的安全生产事

故。要严查人员密集场所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特别是加强对电动自

行车违规充电的排查整治，严防电

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引发火灾事故。

要严厉查处超速、超员、超载、疲劳

驾驶和酒后驾驶、非法载客，以及工

程车等重点车（船）违规冒险行车

（船）违规装载、不按规定线路行驶

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对施工工地存

在滑坡、崩塌、洪水、泥石流等自然

灾害危险的隐患进行认真排查，特

别是对宿营地、工棚、仓库等重点位

置要科学选址，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进行生产作业和居住。遇雷雨、

大风等极端天气时，要督促企业按

规定立即停止室外高空作业，特别

要落实对塔吊等大型起重机械抗风

防滑相关措施。

同时，各乡镇部门要进一步健

全完善部门间的预报预警、协调联

动工作机制和通报制度，及时将灾

害预报预警信息通知到村、各类机

构和企业。密切关注互联网、新闻

媒体披露及群众举报的事故信息，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带班值班和关键

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保持紧急信

息渠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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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四力 奉献精品
长三角三省一市摄影家联合创作采风活动在下姜启动

凝聚家乡发展共识
画出最大“同心圆”

我县下发《进一步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

以积极负责态度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落实新发展理念 坚持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