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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发布 视界千岛湖

记者
··

郭佳
··

昨日，我县热烈庆祝全国第

七个“老年节”，同时表彰了第九

届十佳“孝亲敬老之星”。

县委副书记郑志光参加并讲

话。县领导叶春晖、余红英、胡敏

参加。

庆祝大会上，郑志光向全县

广大老年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

候。郑志光指出，要铭记老年人

的卓越贡献。老年人是社会的宝

贵财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全县广

大老党员、老干部以及各条战线

的老同志在推动“康美千岛湖”建

设中付出了心血、智慧和汗水；在

维护社会稳定、老年互助、关心教

育下一代、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

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郑志光强调，要重视深化老

年人工作。大力弘扬传统美德，

要在全县上下造浓尊老爱老的良

好氛围；进一步深化养老服务改

革，推进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和无障碍提升改造，探索乡镇敬

老院整合和居家机构一体化养老

服务，提升资源使用效益；做到及

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人口

老龄化问题，推动我县老龄事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郑志光强调，要注重发挥老

年人的积极作用。推动淳安发展

实现历史性跨越，既需充满活力

的“新人”担当，更需经验丰富的

“老将”带路。老同志要一如既往

地关心和支持全县各项事业的发

展，积极投身“康美千岛湖”和“特

别生态功能区”建设，为淳安实现

高水平转化、高质量发展、高品质

生活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我县热烈庆祝全国
第七个“老年节”
郑志光参加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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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随着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建

设的加快推进，今年以来，建设集

团将“污水零直排区”创建改造项

目作为全面落实深绿发展机制的

核心载体，并将党建引领作为项

目建设的“火车头”和“导航仪”，

确保“污水零直排区”创建不偏

道、提速度、有质量。

堡垒向项目一线前移

2019年，建设集团负责实施

城区“污水零直排区”48个小区

约900幢房屋污水收集改造任

务，总投资约5000万元。

为确保全年“污水零直排区”

创建工作高质、高效完成，建设集

团党委探索实行“党支部+指挥

部”的一线党建工作法，将支部堡

垒前移至项目一线，吸收包含建

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管

理人员、施工班组负责人、项目监

理负责人及选派干部等在内的党

员，试点成立“千岛湖镇污水零直

排区”项目临时党支部，为开展一

对一、点对点办公以及现场排雷

清障工作建立“根据地”。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来

自不同单位的不同利益群体“拧

成一股绳”，不断将组织的团结

力、凝聚力转化为推进项目建设

的源动力，最大程度赢取了项目

建设工期。

先锋向项目一线奋进

党员不仅仅是一面旗帜，先

锋也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在开展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之初，为充

分得到社区和业主的理解配合，

建设集团将党员干部和精干力量

调派至项目一线，成立6支以党

员为引领的小分队，分赴各个小

区开展工作对接、宣传和攻坚。

无论风雨和烈日，这支“先锋部

队”时刻以“战时状态”在一线安

营扎寨，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

此外，建设集团还同步建立挂

图作战评比、项目进度定期汇报、

及时研判分析、进度公示互评机

制，实行“三张清单”包干认领，责

任落实到人，倒逼工程进度，进一

步提升“干在一线、拼在一线、比

在一线”成效，并将项目推进进度

纳入全员绩效考核内容，作为考

评党员先进性的重要指标，不断

将组织活力转化为建设活力，增

强党员先锋征战项目一线战斗力。

重心向项目一线倾斜

“在全面推进‘污水零直排区’

创建中，我们按照分类施策、分批

进场、精准实施要求细定实施方

案，通过问题难易梳理和责任分

解，集中力量让党员先锋征战在任

务最繁重、工作最艰难的攻坚主

战场，实现重点难点有党员顶着，

关键环节、重要节点有党员盯着。”

建设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通过日巡日签、工序错时施

工、进度计划公示、社区专人联系、

专业技术驻场等“五位一体”工作

机制，项目现场由比进度、比质量

的“考场”，转变为拼战斗力、拼攻

坚力的“战场”。建设集团还充分

发挥项目效能督查和廉政风险督

查“双星导航仪”作用，实时掌握工

程进展、难点及风险点，让项目列

车行驶得既快又稳，为全面开展

“污水零直排区”创建，打赢生态环

境防控治理攻坚战提供保障。

截至目前，建设集团今年负

责实施的“污水零直排区”项目第

一批10个小区、第二批12个小区

均已顺利收官，剩余第三批26个

小区按照计划将于11月底完工。

“红色火车头”领航
“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列车”既快又稳

昨日，在千岛湖东南旅游码头附近的小岛上，上千只白鹭翩翩起舞，引得不少路人驻足观看。近年来，我县上下始终秉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理念，
始终坚持依法治林治水，严守森林、水源、湿地、物种四条生态保护红线，全力推进以千岛湖综合保护为核心的环境保护工作。环境变好了，更多的水鸟才
会在这里“安家”。 记者 王建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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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加油！”大家铆足了劲

喊着，是什么让现场的气氛如此

热烈？原来是宋村乡近日组织开

展的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

趣味赛”活动，宋村乡机关代表

队、宋村乡中心小学代表队、硖石

村代表队等十余支队伍共百余人

参与。

活动在一片热火朝天的氛围

中展开，设置了两人三足、飞行

棋、拔河等多个集趣味性、运动性

于一身的比赛项目，并将垃圾分

类知识巧妙地融入游戏中。如两

人三足比赛中，参赛选手抵达终

点捡起垃圾投入相对应的垃圾

筒中，投放完全正确计有效成

绩，最后在全部有效成绩中按时

间快慢评选出相应名次。赛后，

常锦里村代表队宋仙凤表示：

“收获很多，知道垃圾怎么分类

了。回到我们村里，我也会去宣

传一下。”

本次活动让大家在享受欢乐

的同时收获知识，使得垃圾分类

理念潜移默化地深入内心。镜洪

村党支部书记张三木感慨道：“自

实行垃圾分类后变化很大，目前

看来，像我们村基本上在家的农

户，百分之七八十都能自觉地进

行垃圾分类了。”

宋村乡
举办垃圾分类趣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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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县委召开第十轮巡察

工作动员部署会，深入贯彻中央

和省市委有关巡视巡察工作最新

精神要求，认真学习市、县（市、

区）党委巡察工作规程，对县委第

十轮巡察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县委书记黄海峰讲话。县领

导徐恒辉、费林建参加会议。

黄海峰指出，自2017年县委

成立巡察办、组建巡察组以来，我

县巡察工作深入推进，越做越实、

越做越细，巡察“利剑”作用充分

发挥，为“清廉淳安”建设提供了

坚强保证。

黄海峰强调，要提高新认识，

进一步增强做好巡察工作的责任

感。他指出，开展巡察是党内监

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厚植党

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有效

方式，是加快推进淳安发展的现

实需要。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对市县巡察作出的战略部署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充分发挥市县巡察承接中央和

省级巡视监督的党之利器、国之

利器作用，通过巡视巡察及时发

现和推动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

突出问题和群众身边的不正之

风、腐败问题，为推进我县特别生

态功能区建设、开启重大历史变

革新局面、实现康美千岛湖高标

准保护、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提供坚实支撑。

黄海峰强调，要聚焦新任务，

全力推动巡察工作扎实开展。

要提升站位、准确定位，旗帜鲜

明讲政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准政治巡察

定位，通过政治巡察，突出“三看”

推动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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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要

突出重点、狠抓关键，准确把握全

面从严治党在不同领域、不同层

级的特征，对标“五个持续”重要

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和当前工作

重点，有针对性开展监督检查。

要注重整改、善用成果，把扎实做

好巡察整改“后半篇”文章放在更

加突出位置，严肃推动问题整改，

压实党组织主体责任和书记第一

责任人的责任，做到新官理旧账、

责任终身制，进一步完善体制机

制，堵塞监管漏洞，促进管党治党

标本兼治。

黄海峰要求，要落实新要求，

全面开创巡察工作新局面。各相

关部门要扛起工作责任，形成工

作合力，严明巡察纪律，落实好

“站稳政治立场、严守纪律规矩、

强化履职担当”的要求，不断开创

巡察工作新局面，推动我县巡察

工作向纵深发展，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

县委召开第十轮巡察工作
动员部署会
黄海峰讲话

千岛湖上白鹭飞千岛湖上白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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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全面开展后，屏门乡的睦

剧演唱让人耳目一新。乡村的文

艺表演队活跃在集镇山村，成了

主题教育的“轻骑兵”。

“习总书记发号令，学习强国

振人心。主题教育重实效，两个

维护我践行。守初心，担使命，依

规治党不忘本，从严治党树正气，

红船精神永传承。”由屏门乡秋口

村宣传文化员创编的睦剧表演唱

——《党的主题教育暖人心》，随

着文艺表演队的巡回演出，很快

在本地及邻乡邻镇干部群众中广

为传唱，乃至成为一种群众文艺

新时尚。

屏门乡是睦剧之乡，传统文化

底蕴深厚，群众文化氛围浓郁。睦

剧在该乡可谓男女老少人人会哼，

春夏秋冬皆闻其声，吹拉弹唱样样

顺溜，田间地头皆成舞台。在开展

主题教育中，如何让高深的理论

成为广大干部群众通俗易懂、易

于接受的“精神快餐”，成了该乡

认真思考并激发创新的课题。活

跃在乡村的群众文艺队以及睦剧

“名片”，由此成为主题教育出声出

彩的激情“酵母”，当起了主题教育

的“传声筒”和“发散器”。群众自

编、自导、自演，演员是邻居隔壁，

观众是乡里乡亲，寓教于戏，寓教

于乐，宣传效果十分明显。

“走亲连心三服务，理论学习

收获新。整改落实解难题，六大

攻坚践初心。干事创业敢担当，

思想觉悟大提升。坚定不移跟党

走，康美淳安气象新。”浅显易懂

的词句，朗朗上口的韵律，配上当

地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睦剧曲调，

表演者有板有眼，观众如痴如醉，

心领神会。就连难得出门的山村

大爷大娘，也对主题教育的内容

及要求说出很多“门道”来。

屏门乡
开展主题教育有“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