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沈吟 市委报道组 张伟星

本报讯 目前，我省各乡镇（街
道）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已基
本结束。在民主生活会上，各乡镇

（街道）班子成员聚焦“四风”问题深
查细照，排查作风之弊，清除行为之
垢。针对梳理出来的问题，各地坚
持即知即改求实效，立说立行转作
风。

临安市板桥镇——

重整改 抓落实

这几天，临安市板桥镇豆川村
村民水渭章欣喜地发现，打开水龙
头后，水流变大了。“再也不用担心
没水了。”板桥镇积极回应民生诉
求，近期抓紧实施了多个山村用水
改造项目。刚铺好的新水管让豆川
村村民用水不再发愁，更尝到了整
改的甜头。

近日，板桥镇召开领导班子专
题民主生活会。通过开门纳谏找、

督导反馈点、集体会诊议、谈心交心
提、自我剖析挖等“五步法”，班子成
员深入查找“四风”方面的问题，并
立足实际，结合个人工作岗位及经
历，从具体事例入手，查摆问题“接
地气”，自我剖析有“乡土味”。

“上级来考核检查，我习惯玩数
字游戏，要钱的时候就哭穷，排位的
时候就装富。”“以前经常和群众同
吃同住同劳动，现在交通方便了，每
天想回家，‘老乡镇’精神在退化。”
会上，大家对照检查不遮不掩，自我
批评见筋见骨。“对上面要考核的
事，你很重视，其他事嘴上说很重
要，真正过问的却不多。”“你工作中
带有私心，很多项目都落到自己的
联系村里。”开诚布公的批评切中要
害，照亮了班子成员在思想、精神和
作风上的“盲区”。

为了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会
前，板桥镇发动党员干部，走遍全镇
8000 余户农户，广泛征求意见。通
过问卷调查、走访、座谈等方式，共
征求到各类意见建议 622 条次，其

中关于“四风”问题的548条次。
面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

题，镇领导班子把群众满意作为首
要标准，狠抓整改。针对机关干部
庸懒散的作风问题，板桥镇专门出
台《板桥镇机关干部内部管理制
度》，由镇纪委每周进行效能督查。
板桥镇还大力整治“三公”经费使
用，今年 1 月至 7 月，“三公”经费同
比下降74%。

余姚市马渚镇——

摆不足 深剖析

在余姚市马渚镇，镇干部通过
“双带双走”走亲连心等主题实践活
动，走访、约谈基层干部群众 289
人、深入联系点 230 次，召开座谈会
36 次，全方位征求对班子成员作风
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我关心群众疾苦不深入、决
策不够科学民主。中心镇发展不
快，和自己干事创业激情不足、调
查研究不深入有关。”“我重显绩轻
潜绩，在集镇建设上比较多考虑建
设新区，对集镇老区改造考虑较
少，存在形式主义问题。”专题民主
生活会上，马渚镇领导班子成员，
一个个查摆自身存在的“四风”问
题，揭短亮丑、动真碰硬，自我批评
不绕弯，445 条辣味十足的批评意
见直击要害。

班子成员对照班子在“四风”方
面存在的 13 个具体问题，逐一认
领，并当场承诺抓好后续整改。马
渚镇还将对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不
足、干事激情缺乏、干群联系不紧
密、“文山会海”、监督不足等 22 个
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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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毛传来
县委报道组 陈传敏 林庆雄

本报讯 蜿蜒的安溪溪，发源
于福建省政和县，流入庆元县是三
类水，经过“五水共治”的“洗礼”，
流到福建省松溪县时已成了二类
水，为此相邻县市还特地给庆元县
送来锦旗致谢。“我们这样全力治
水，不仅百姓欢迎、‘邻居’感谢，而
且今后还要写进政绩，这是一种莫
大的肯定和鼓励。”得知今后水质
也要列入考核，庆元县委书记杜光
旻如是说。

拥有 9 个县（市、区）的丽水市，
其中6个县（市）将集体松绑GDP和

工业考核。记者日前从丽水市考核
办获悉，该市正式出台文件，深度调
整对各县（市、区）和市直部门的综
合考核办法。市委书记王永康表
示，考核导向由注重比经济总量、增
长速度，转变为注重比发展质量、生
态环境和民生改善，充分体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生态发
展理念。

为此，丽水市着眼于特色发展、
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充分考虑各
县（市、区）资源禀赋、功能布局、发
展水平和工作特色，进行分类考
核。各县（市、区）按照功能不同分
为三类，莲都区为城市核心区，城市
建设、城乡统筹和经济社会发展兼

顾；缙云、青田为生态经济区，生态
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并重；龙泉、遂
昌、松阳、云和、庆元、景宁为生态保
护区，侧重于生态保护优先的考核
导向，取消GDP考核。

同时，针对以往考核过于追求
全面及体系庞大繁杂的弊端，丽水
此次大幅度减少考核指标及项目，
将以往的 106 项内容减至 40 项“三
大指数”考核项目，使考核体系更加
精简、考核内容更突出重点。其中

“生态保护指数”包含污染物减排、

水环境质量达标率、空气环境质量
达标率、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等 9
项考核指标，此外还有“绿色发展指
数”和“民生幸福指数”。遂昌县委
书记杜兴林说，“取消 GDP 考核，

‘规定动作’少了，不但为县域经济
减负、松绑，而且给了我们更多自主
权，可以在‘自选动作’上体现特色，
根据县里的实际情况选择更适合自
身发展道路，让经济社会发展更加
体现效益和生态发展的要求，让老
百姓得到更多实惠。”

坚守生态理念 体现错位发展

丽水分类实施绿色考核

记者 胡丹

本报讯 这几天，瑞安种粮大户
项宝荣有空就会去天井垟粮食生产
功能区的田里转转。看着水稻马上
就要露出谷粒了，项宝荣对今年丰
收信心满满。

“过去这里曾是有名的‘涝区’，
经过连续 3 年的治理，已成为浙南
地区连片面积最大的粮食生产区。”
项宝荣说，他今年种植面积 2900 余
亩，比去年增逾八成。

曾经的“涝区”华丽转身为万吨
粮仓，这是瑞安在农业“两区”建设
中的精彩一笔。瑞安把粮食生产功
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作为推进
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抓手、主平台，集
聚土地、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资
源向“两区”倾斜。3 年多来，共建
成粮食生产功能区 9.42 万亩，省级
综合区 1 个、主导产业示范区 5 个，
特色农业精品园 20 个、休闲观光农
业示范园 4 个。“通过‘两区’建设，
瑞安农田基础条件显著改善，农业
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两区’农业机
械化综合水平达80%以上。”瑞安市
委书记陈建明说。

“两区”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2011 年至今，瑞安市财政共安
排农业“两区”专项资金 1.99 亿元，
整合部门各类资金 3 亿元，带动民
间投入 1.2 亿元。为千方百计保障
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瑞安对粮食

生产功能区内的农田水利设施、田
间道路建设予以全额补助，有效解
决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问
题。天井垟综合治理工程就完成了
34 公里河道的全面疏浚。去年面
对超强台风“菲特”，原本农田排水
需四五天时间，当时仅用了两天时
间就基本排干了，迅速从灾难中复
苏过来，成功破解了天井垟的“锅
底”困局。

农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土地要
素资源的有力支撑。瑞安先后制定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同时，运用粮食
直补等经济手段，引导土地要素向
农业“两区”集聚。2013 年以来，已
登记备案设施农用地项目 86 个、面
积 397 亩，其中“两区”项目占了
90%以上，建成了稻谷烘干中心、水
稻育秧中心等一批“两区”重点配套
设施。2013 年新增土地流转面积
5.1 万 亩 ，全 市 土 地 流 转 率 达
63.3%。

瑞安在扎实推进农业“两区”
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着力提高公
共服务水平。目前，该市全力推进
镇街、村、基地、农户四级公共服务
网络建设，全市 12 个涉农的镇街已
经全部建立农业公共服务中心，特
别是投资 1800 万元的瑞安马屿农
业综合服务中心，设有六大服务平
台，农民在此可以享受到市场信
息、农资直供、信用贷款、科技支
撑、农业电商、产品追溯等全方位
服务。

专业化生产 产业化经营 社会化服务

瑞安构筑现代农业大平台

打造浙江经济升升级级版

连日来，游客漫步在长兴县三河湾公园内。去年该地块被列为长兴的“三改一拆”项目，经过约一年时间的
建设，转身成为该县最大的城市生态公园。 本报记者 叶寒青 通讯员 丁珊 摄拆违建 建公园

本报杭州 9 月 15 日讯 （记者
余勤） 今天，省委副书记王辉忠在
杭州会见了厄瓜多尔厄中商会会
长维森特·王一行。他说，近年来，
浙江与厄瓜多尔日益频繁的经贸
往来搭建起了促进双方友谊发展
的坚固桥梁。我们期待以会长阁

下此次率团来访为契机，进一步深
化我省与厄瓜多尔在经济、文化、
旅游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实现
双方共赢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地人
民。

在浙期间，厄中商会将与省贸
促会进行友好交流。

王辉忠会见厄瓜多尔客人

记者 王庆丽
区委报道组 袁力波 金旭孟

本报讯 初秋时节，宁波北仑境
内小浃江波光潋滟，芦苇婆娑，白鹭
成群，来此晨练的附近居民赵林君，
感慨水环境的提升使“幸福指数嗖
嗖往上蹿”。

小浃江的改变，得益于北仑区
正在实施的内河水质综合治理行
动。北仑境内河道溪流纵横交织，
然而，随着临港大工业等产业的集
聚发展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河
道水质曾经出现了各种问题。

经济的发展，是否要以牺牲环
境作为代价？北仑人坚定地给出了
否定答案，近年来先后投入近 30 亿
元，打响治水攻坚战。

每条河的病情和病因不同，要
因河制宜，方能显现效果。北仑区
对辖区内的每条河流进行地毯式排
摸，逐条进行汇总登记并拍照，然后
再组织多方力量，制定一河一策方
案表，让每条河都有了自己的“病历
卡”，方便对症下药。

水系畅通是前提。北仑区通过
打通断头河、阻水桥，拓宽瓶颈河，
拆除改造老旧碶闸等手段来沟通河

网水系，并重点组织开展河岸垃圾
清理、废弃沉船打捞、河面清障等专
项行动，确保河水畅通和行洪排涝
安全。

源头治理是关键。北仑把全区
147 个行政村全部纳入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范围，到目前，建成农村污水
管网 200 余公里，每年可减少农村
生活污水直排 620 万吨。同时，关
停或转产 321 家散居农村的畜禽养
殖场，对仅剩的 7 家规模养殖场也
全部实施排泄物污染无害化处理的
整治提升。

重拳整治高耗能工业。北仑区
重点对电镀、印染等污染较为严重
的行业进行专项整治，以每年减少
30 亿元工业产值的代价，强力推进
淘汰落后产能。近 3 年，共拆除热
电、焦化、钢铁等大型工业设备 4
座，关闭大型化工企业 2 家，关闭中
小型落后企业300多家。

在此基础上，北仑又试点推广利
用区域内丰富的再生水资源冲洗河
道，净化水质，让河水真正“流动”起
来。如今，北仑区域河道内的黑河、
臭河、垃圾河等“三河”和劣五类水质
已基本消除，多数河段达到四类水
质，区域河网水质得到根本改善。

畅通水系 截污纳管 淘汰落后

北仑治水一河一策

打好五水共治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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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务实清廉为民务实清廉
切实反对四风切实反对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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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达人”保平安
——记台州海门派出所民警阮林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