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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淳安县委主办

县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
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
黄海峰主持并讲话 董文吉刘小松郑志光参加
记者 杨奇
·· ··
11 月 20 日上午，县委召开
常委会会议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扩大）专题学习会，深入传达
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省委
十四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精
神，紧密结合淳安发展实际，组织
开展研讨交流，全面推动贯彻落
实。
县委书记黄海峰主持会议并
讲话。县领导董文吉、刘小松、郑
志光、徐恒辉、鲁连美、宋立新、许
海波、费林建、汤燕君、吴克青等
参加。
会议指出，省委十四届八次
全体（扩大）会议的召开，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听取和讨论袁家军受省
委常委会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
议通过《关于制定浙江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
一步动员全省上下忠实践行“八
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
为我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科学谋划“十四五”
发展，深入推进特别生态功能区
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遵循。
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四届八次
全体（扩大）会议精神作为当前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
深入学习、吃透
精神、立足实际、全面落实。
会议强调，要把握形势。今
年是决战决胜“十三五”收官之
年，更是谋划开启“十四五”发展
之年，要顺应新格局、把握新方
位、落实新要求，按照中央和省市
决策部署，
精准把握发展趋势，积
极抢抓重大机遇，
高质量编制
“十
四五”
规划，
既保持建设特别生态
功能区的战略定力，又注重创新

突破，坚持解放思想、破旧立新，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全力建设
特别生态功能区，全面开启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推动实现我县高
标准保护、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和高效能治理。
会议指出，
“十三五”时期，在
中央和省市的坚强领导下，全县
上下创新进取、担当作为，生态环
境治理、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转化、转型升级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公共服务改善等各个领
域取得了积极成果，也积累了有
益经验。伴随着特别生态功能区
建设等重大改革红利的逐步释
放，以及国家、省市重大战略、举
措的推进落实，淳安将迎来新的
战略机遇期。全县上下要进一步
增强信心、激发干劲，保持改革创
新的张力，提升“两山”转化的能
力，强化干事创业的合力，四套班
子带头干、争先创优攻难关、善作

善成重实干，奋力打造“重要窗
口”生态特区魅力风景线。
会议强调，要抓紧抓实。要
深入贯彻落实，通过领导带头学、
分层分类学、专题研讨学等方式，
深入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和省委十四届八次全体（扩大）
会议精神，做到入脑入心、见行见
效。要决战全年任务，把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同决战决胜全年任务
结合起来，对标对表、比学赶超，
全力抓好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
科学谋划发展，全面梳理、科学谋
划新一年工作任务和
“十四五”发
展纲要，起草好建议、编制好规
划、谋划好思路、安排好计划。要
全力干好当下，持续发力、苦干实
干，聚焦村社组织换届、新冠疫情
防控、社会平安稳定、全面从严治
党和脱贫攻坚“三个清零”等工
作，精准施策、狠抓落实、持续攻
坚，
奋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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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县人大
工作务虚会召开
董文吉主持会议
记者 汪苏洁
·· ···
11 月 19 日，县人大组织机
关和乡镇人大干部召开工作务虚
会，总结回顾 2020 年工作情况，
研究谋划 2021 年发展思路、目标
和举措。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吉主
持会议。
在听取汇报后，董文吉指出，
今年以来，县乡两级人大始终把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高效高质推
进监督工作，用情用心做好代表
工作，有声有色开展创新工作，在
助力疫情防控、防汛防洪、行政村
规模调整、村组织换届等中心工
作中，勇于担当尽责，取得了较好
工作成效。
针对明年工作，董文吉强调，
要抓住党的领导这个“根本点”，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全
县“一盘棋”思想，积极参与全县
重点工作，在服务大局中看到人
大行动，听到人大声音，体现人大
作为。要抓住监督工作的“着力
点 ”，把 握 好 监 督 工 作 的“ 质 ”
“量”
“ 度”。要抓住人民群众的
“关注点”，以倾听民声、改善民
生、回应民声为目标，切实提升
百姓获得感。要抓住人大代表
这个“落脚点”，提高代表素质，
发挥代表积极性，拓宽代表履职
平台，深入推进全县代表联络站
规范化建设，更好发挥代表主体
作用。要抓住自身建设的“关键
点”，积极探索创新，不断提高人
大工作水平。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月
焕、章传强、管国良、洪永鸿、毛夏
平参加会议。

县公安局举行
涉案财物发还大会
210 万现金发还事主
通讯员 章飞燕
··· ···
日前，县公安局举行安全防
范宣传暨涉案财物发还大会。
40 余名受害人从民警手上领回
全新手机 30 余部、小汽车 5 辆以
及 210 余万元现金。
今年以来，县公安局在杭州
地区率先实行新型警务机制改
革，并以此为契机，强化信息化时
代背景下的社会治安治理和防控
新模式，控发案、降报警，强打击、
重追赃，在打击盗抢骗等流窜性、
地域性、团伙性、侵财性犯罪上屡
出新招。针对目前突出的通讯网
络诈骗等新型犯罪，及时调整打
击策略，加强专案经营、技术反制
和防范宣传，开展全警扫楼扫街
防范宣传，有效遏制了通讯网络
诈骗高发态势。
截至 10 月 20 日，
淳安总警情
数、
有效警情数、
刑事立案数，
三项
指标同比均呈下降趋势。与此同
时，全县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498
起，
同比上升 4.4%，
抓获各类犯罪

千黄高速淳安段交工验收

嫌疑人 567 人，同比上升 10.3%。
此外，还侦破了“9.7”特大通讯网
络诈骗案、郑某某集网络诈骗、网
络洗钱、
网络黑恶于一体的裸聊敲
诈案、
赵某某涉
“民族资产解冻”
诈
骗案等一批大案要案。
在强化打击的同时，县公安
局坚持“不仅破大案，而且破小
案，不仅多破案，而且多追赃”的
原则，在侦查办案各个环节中注
意深挖细查赃物去向，全力追缴
赃款赃物。今年以来，县公安机
关已追赃 2.5 亿元，其中通讯网
络诈骗类追赃 537 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打
击力度，集中优势兵力，对传统侵
财、涉网诈骗等直接关系和影响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的案件开展
集中攻坚。”
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希望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
来，增强防骗意识，积极配合公安
机关的交通违法、涉网涉毒涉邪
违法犯罪严打整治行动，主动检
举揭发违法犯罪线索，努力打造
更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

11 月 18 日，千黄高速淳安段顺利通过交工验收，计划于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图为 11
月 19 日，
千黄高速淳安段金峰大桥遇上雨后晨雾，
宛若仙境，
蔚为壮观。
记者 王建才

“互联网+”让乡村住宅更美丽更宜居

“深化破旧立新 建设生态特区”系列报道
记者 方婷婷 通讯员 叶夏 程建兴
·· ··· ··· ·· ···
“现在造房子可省心了，只要
在电脑上提交申请材料，就可以
在网上审批，而且系统里还有多
种风格的图集，再也不用为房子
的设计发愁啦！”姜家镇伊家坞村
村民老程高兴地说道。而他口中
的便利，正得益于县住建局创新
推出的智慧农房管理系统。
近年来，淳安每年新建农房
约 2000 幢，在农房建设过程中屡
有发现超高、超面、不按方案建
设、风格杂乱等问题。为解决这
些顽疾，
县住建局深入推进
“最多
跑一次”
改革向农村延伸，创新推
出智慧农房管理系统，
具备
“云审
批”、
“ 云选房”、
“ 云监督”、
“ 云培
训”等多种功能，
真正做到让数据

信息多跑路、群众干部少跑腿。
当农户有建房审批需求时，
只需登录杭州村镇建设智慧管家
网站，在智慧农房板块内进行线
上申请，并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已
有的 200 套电子图集和 10 套 VR
图集中挑选合适的建筑设计方
案，报批成功后即可直接按图建
房。带图审批的新模式不仅极大
地提升了审批效率，也让农民在
后续建房过程中有图可依，建设
更加顺利。
为做好批后监管，第一时间
发现安全隐患和违规行为，县住
建局还在沿湖沿线区域的新建农
房周边安装了 120 台摄像头，对
在建农房实施全方位、全天候的
动态视频监管，
同时组建
“农村规
划设计服务队”
，不定时开展下乡

巡 查 ，形 成“ 人 工 巡 查 + 视 频 监
管”相结合的
“云监督”新模式，为
规范农村建房质量安全提供了有
效保障。
当然，智慧农房管理系统不
仅给有建房需求的群众带来了便
捷，
也给土生土长的农村工匠带来
了切实的福利。前段时间，
汾口镇
赤川口村村民程夏良在
“浙江农村
工匠”APP 上注册报名了工匠培
训，他利用工余时间学习农房抗
震、施工技术、危旧房维修加固等
课程，并顺利完成了在线考试，取
得了农村建筑工匠培训证书。
“有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在
县内承接审批面积和高度内的农
村私人住房建设项目了，业务范
围扩大了不少呢。”程夏良笑着
说。据悉，截至目前，我县已有
860 名农村建筑工匠进行了“云
培训”，其业务素质和水平均获得

了极大提升。
农村建房是农民的头等大
事，也是一大难事。一直以来，县
住建局高度重视该项工作，通过
体制
“一盘棋”
、规划
“一张图”
、图
集
“一本书”
、监管
“一张网”
、工匠
“一把尺”、富农“一本账”等手段
加强农民建房管理，提升农房品
质，增强农民生活获得感。
“目前，我们已有 1100 户建
房农户通过‘云审批’，90%建房
农户使用通用图集和 VR 图集进
行‘云选房’，无论是审批效率还
是建房成效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当然，我们的目标不止于此。
接下去，我们也将持续深化探索
农房建设服务的新手段、新方法，
在建好房的基础上提升住房品
质，让农户住上舒心称心的
“幸福
房”。

山茱萸进入收购期
初冬时节，山茱萸进入收购期，临岐中药材市场经营户童发贵正在将
收购来的山茱萸打堆装袋，准备外售。截至目前，临岐镇已交易山茱萸
150 多吨，
金额达到 420 余万元。
记者 王建才 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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