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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县委全会精

神，连日来，县发改局坚持以破

立、改革为主线，把握“稳中求进”

总基调，全力以赴“干好一一六、

当好排头兵”。

在具体工作中，县发改局做

实做细十四五规划，以最新批复

的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方

案为蓝本，加速国土空间规划、

国家森林公园规划、风景区单元

控规、生态红线等相关规划的衔

接，引导我县空间资源合理开发

利用。把握亚运和“两高”时代

的关键节点，拓展产业融合的高

度、广度、深度，增强服务经济内

生动力，深化“三服务”专项行

动，积极向上争取产业惠民项目

和扶持补助资金，优化企业发展

环境。

同时，做好相关企业清盘工

作，最大限度保护投资人利益，持

续做好地方金融监管。不断优化

投资结构，实现由重规模向重结

构的转变，主动对接、走访、服务

企业，做好项目跟踪监测；增强统

计入库工作的敏锐性和主动性，

不断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和政府项

目建设。加快推进综合供能服务

站建设，完善能源“双控”管理机

制，加强日常能源监察执法，有效

遏制能源消费总量和单位GDP

能耗过快增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特

别生态功能区建设提供坚实保

障。”日前，石林镇组织专题会议

传达学习全会精神，落实全会部

署的各项任务。

下一步，石林镇将从以下几

个方面持续发力：坚持保护为先，

不断加快转型升级力度。继续做

实生态底本，以点带面，全面提升

集镇和乡村“颜值”；加快转型升

级力度，盘活资源资产，丰富运动

休闲小镇业态；提升日常监管水

平，着力打造石林最美的天际线、

山脊线、湖岸线，让石林成为名副

其实的最美小镇。坚持发展为

要，不断做大做强运动休闲产

业。继续做好产品的串点成线、

优化组合工作，加快白云山庄研

学基地、双西户外大型拓展基地

等重点项目建设，将观光景点嵌

入运动休闲研学内容，做足山水

的融合，运动与旅游、农业、文化

创意的融合，专业与大众的融合，

打造小而精的特色样板。坚持民

生为本，不断提高百姓的获得感

和幸福度。守牢安全生产、食品

安全等底线，持续推进扫黑除恶

工作；统筹使用好省市县帮扶等

各项资金，协调整合各村资源，积

极主动对接市场，巩固消薄增收

成果。

日前，富文乡召开全乡干部

员会议学习传达县委全会精神，

并组织包村领导下村宣讲，要求

乡镇、村干部在“学懂”上抓深

化，在“弄通”上抓消化，在“做

实”上抓转化，在学思践悟上持

续发力。

下一步，富文乡将做好12个

临湖地带综合整治项目的后续文

章，完善临湖地带综合整治项目

台账。提高站位，坚持生态优先，

严守生态红线，深耕“深绿产业”；

立足富文小学网红效应，深化研

学产业发展；大力推广麦秆扇、富

文土烧等非遗资源，助推文创产

业发展；充分发挥百源经济、民宿

经济辐射带动作用，推进文旅深

度融合。此外，富文乡紧盯消薄

增收“3020”目标，对各村现有资

源进行再排摸、再挖掘，加强产业

的长远谋划，最大限度保障消薄

增收可持续性，努力实现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解放思想聚焦高质量 守正创新争当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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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要览

深化推进“六大攻坚战”

淳安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贷款产品面向“三农”，服务中小企业，贷款利息月息
低至千分之七起！民融中心，您身边的理财新渠道！咨询电话：64811918，地址：
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南路16号。 融资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咨询电话：64810288

淳安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

破旧立新“两高”发展
学习贯彻县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

◎8月23日，我县举行健康素养进农村文化礼堂三年行动启动仪式，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月焕参加。 （记者 汪苏洁）

◎8月23日，2019年河长培训暨县级民间河长启动仪式举行，副县长

商松懋参加并讲话。 （记者 张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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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与淳安邮储银行举行拥军优抚

合作协议签约暨退役军人服务卡

发卡仪式，为退役军人提供便捷、

优惠的金融服务。

据了解，邮储银行退役军人

服务卡是中国邮政推出的针对退

役军人的专项服务卡，卡面设计

以红黄两色为主色调，以红旗为

主要图案背景，卡面印有“退役军

人服务卡”字样，体现出退役军人

“退役不褪志、退伍不褪色”的精

神风貌。该卡实行多重优惠政

策，包括免收工本费、年费、账户

余额变动通知短信服务费、跨行

转账手续费等9项优惠措施。

此外，该行还将定期推出退

役军人服务卡专属理财产品，设

立专门窗口，对军人、退役军人的

客户开通绿色通道，可优先办理

相关业务，全面提升对退役军人

的金融服务水平。

“针对从事不同行业的退役军

人，我们还推出小额贷款、个人房

地产抵押贷款等专属融资服务，使

退役军人能深切感受到社会的关

心关爱。”县邮储银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市民持退役证或优待证、居

民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前往全县邮

政各储蓄网点即可申请办理。

真便捷 多优惠

我县发放退役军人服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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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下午，中共淳安县

千黄高速项目委员会成立暨“决

战500天千黄全贯通”誓师大会

召开。

千黄高速(淳安段)全长61.5

公里，起点为杭千高速公路终点

——县坪山工业园区，经千岛湖

镇、金峰、宋村、威坪等乡镇至安

徽，与杭徽高速公路直接连接。项

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浙江高速

公路网，结束我县没有一条跨境高

速公路的历史，串联起“杭州-千

岛湖-黄山”这条黄金旅游线。

据悉，我县成立千黄高速党

委，既是破旧立新、思想解放的重

要举措，又是党建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的重要体现，通过创新组织

设置方式，提升组织力和资源配

置效率，把沿线乡镇、指挥部、建

管处、项目部、监理办“拧成一股

绳”，以党建为引领，进一步齐心

协力、克难攻坚，为实现“千黄全

贯通”保驾护航。

下一步，千黄高速项目党委

将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章程，主

动亮身份、亮形象、亮业绩。同

时，扎实开展“奋战500天、千黄

全贯通”活动，聚焦政策处理、项

目推进、文明施工、社会稳定等领

域，统一标准，整体推进，将千黄

高速建成高品质的“绿色公路”，

确保2020年底通车。

千黄高速
项目委员会成立

“夏天避暑有三宝，西瓜葡萄蒲扇摇”。近日，枫树岭镇下姜村葡萄园内220余亩生态葡萄陆续成熟，一串串五
光十色的葡萄在翠绿的叶子间果实飘香，宛若一串串璀璨的宝石悬挂在盘虬卧龙的枝干上，引得不少市民游客前
来采摘、游览，享受“甜夏”。 记者 王建才

游客享游客享““甜夏甜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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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2日，千岛湖5A级景

区创先争优动员部署会召开。县

委副书记、县长董毓民强调，要以

更大的决心、更足的劲头、更实的

举措，进一步擦亮国家5A级景

区“金字招牌”，让千岛湖旅游焕

发青春、重耀光芒。

县领导管国良、余红英、占志

明参加会议。

会上，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通报省文化和旅游厅明察暗

访及自查自纠问题情况，部署千

岛湖5A级景区整改提升工作；

县景区管理处、旅游集团作表态

发言。

董毓民指出，千岛湖旅游是

淳安的一张“金名片”，代表着淳

安的“形象”和“颜面”。通过几

代淳安老百姓和历届县委县政

府的不懈努力，千岛湖旅游对外

声名远扬、知名度高，对内带动

性强、贡献率大，成绩值得肯定，

但在全域旅游、品质旅游、服务

旅游等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和

不少问题。下一步，要抢抓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机遇，做

精湖区游、做深城市游、做特乡

村游，着力补齐产品结构单一、

服务管理欠缺、共抓合力不够等

短板，推动千岛湖旅游再上新

台阶。

董毓民强调，要知耻后勇、

知弱图强。要树立远大目标。

高处站位、细处着眼、实处发力，

围绕“世界山水公园，东方休闲

名湖”目标定位，深度思考、积极

作为，以更高的标准、更好的形

象、更优的服务，合力推动千岛

湖旅游品质提升。要开展彻整

彻治。坚持全面体检，从吃、住、

行、游、购、娱“六要素”，视觉、味

觉、听觉、嗅觉、心灵感觉“五觉”

等方面着手，摸清问题，自查自

纠，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坚

持对症下药，硬件要提升，确保

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到位，软件要

完善，不断完善智慧旅游体系，

管理要跟上，切实提高千岛湖景

区美誉度；坚持举一反三，注重

问题导向，对标对表、由点及面，

排出问题清单、时间清单和责任

清单，限期整改，彻整彻治，做到

言必行、行必果。要严管厚爱并

重。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严查

重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零

容忍”的态度，坚决清除影响千

岛湖旅游形象的“害群之马”；进

一步加大对旅游一线从业人员

的素质培训和关心关爱，真正做

到“口惠实至”，让职工安心干

事，促行业健康发展。

董毓民强调，要以翻篇归零

再出发的决心，打一场自我革命、

创优争优的攻坚战，进一步擦亮

千岛湖旅游品牌，让千岛湖旅游

焕发青春、重耀光芒。

千岛湖5A级景区
创先争优动员部署会召开
董毓民讲话

记者
··

汪苏洁
···

通讯员
···

余慧斓
···

近日，中洲镇开展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大比武”活动，镇主要

领导、联村干部、各行政村主要负

责人组成考评组，走进各村开展

地毯式“找茬”，进一步巩固提升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成效。

据悉，早在7月初，中洲镇就

在19个行政村中抽选了畈头、乘

风源、左川、厦山村4个村，利用

一个月时间进行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8月7日上午，考评组到4个

整治村现场查看，听村书记讲解

环境整治的措施、成效等，大家一

路观摩、一路思考、一路切磋，通

过大比武、大观摩、大亮相，比出

了差距、赛出了劲头。同时，考评

组以清理力度、镇村干部参与整

治氛围为重点进行综合量化打

分，现场公布成绩，并挑选出下月

参与“大比武”的4个村庄，引导

各村形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比

学赶超”浓厚氛围。

今年以来，中洲镇出台环境考

核专项文件，明确全年为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攻坚大比武之年，以行政

村、工作片为单位，组建红色中洲

红娘子环保先遣队，对乱堆乱放、

河道保洁、垃圾分类等环境顽疾宣

战，累计拆除不雅建筑79处，清理

乱堆放197处。中洲镇环境综合

整治村“初露头角”，洄溪楹联古

村、南庄桃源乡愁、厦山红色体

验、苏家畈美丽庭院等特色村庄

相继形成规模。

“大比武”助力环境大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