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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依规 争分夺秒
全力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全县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专题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本报记者 吴卫萍）昨日上

午，全县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专题

推进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有

关会议精神，总结前阶段全县农村土地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进展情况，部署下阶段相

关工作。

副市长、县委书记陈重参加并讲话。

县委副书记、县长钟海燕主持。

陈重指出，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功在当

代、利在长远，对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意义，要依法依

规、争分夺秒，全力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全面盘活农村资源要素，进

一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陈重强调，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认

清形势、抓住重点，以更严的要求、更强的

责任、更实的举措，全力以赴确保任务完

成。要倒排时序，争分夺秒，牢牢把握重要

时间节点和关键环节，稳步有序推进各项

工作开展。要协调配合，确保各项工作“无

缝衔接”，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的工作

格局。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把农村土地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主要领

导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认真研究、靠前指

挥、精心组织，确保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如

期完成。

钟海燕强调，要充分认识农村土地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形势与任务，以强烈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推进相关工作，牢牢把握

主动权。要精准分析问题与短板，努力保

障全面、充分、及时的技术支持。要科学统

筹力量和方法，制定详细的时间表、路线

路。要压实做优基础与保障，确保相关工

作高效、迅速推进。要举措有力、协调有

方、统筹有序、督查有效抓落实，凝心聚

力，攻坚克难，确保 ! 月底前完成农村土

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各乡镇（街道）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

县直有关部门等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

议。

干群齐心推进东弄
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

本报讯（本报记者 杜城波）“我们的新房

就快建成了！”东弄村村民忍不住地欢呼。随着

东弄田园综合体项目的推进，涉及该项目的近

"# 户东弄村农户异地搬迁至金山垟安置小区。

政策处理是项目顺利推进的重点与难点，

直接影响到项目进度，为确保全面完成政策处

理工作，东弄村村委主任蓝建平带领村干部通

过上门及动员亲戚朋友等方法耐心细致做思

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大多数农户由

抵触转变到理解，使相关政策深入民心，家喻

户晓，顺利落实。

据悉，该项目自 $%&' 年 &( 月开工以来，已

累计完成投资 )%%% 余万元，项目一期五大区块

（入口迎客区块、茶寮区块、香菇寮区块、稻田

养鱼及企业拓展区块、传习所区块）主体建筑

物完成约 *#+，主要完成了 , 座石拱桥、) 个景

观亭、( 条连廊、( 个茶寮、* 个香菇餐厅茅寮、)

个竹林树屋、( 个稻田养鱼区、, 座企业拓展中

心、, 座文昌阁、, 座传习所以及 *%% 米长木栈

道等，总建筑面积约 -%%% 平方米，项目已初具

形象。二期设计工作现已开始进行。茶、香菇、

石蛙养殖三个产业已开始筹备引进培育。

“下步我们的工作重点主要围绕两个方面

开展，一是按照田园综合体一期五大区块功能

划分，引进一产产业经营者进行业态植入，盘

活项目一期。二是推进项目二期基础设施建

设，结合二产、三产招商引资，进行环境整治和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度假区管委会工作人员

蓝海波介绍说。

放宽市场准入 优化营商环境

我县市场主体准入环境排名全市第二
本报讯（本报记者 徐菲菲 通讯员

季丽芳 应巧玲）近日，省工商局与浙江工

商大学联合课题组发布了《浙江省区域市

场主体准入环境评估报告》，评估结果显

示，我县市场主体准入环境全市排名第二。

据了解，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并甄

选，最终确定了工商登记注册效率、工商

登记注册便利度、企业和群众评价、窗口

标准化政策绩效等一级指标 ) 个，二级指

标 ,) 个，对浙江省区域市场主体准入环

境进行评价。

今年以来，我县不断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进一步推进“最多跑一次”，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截至 - 月 ., 日，全县共有在册市

场主体 ,."$" 户，同比增长 ,/*)+，其中今

年 新 设 市 场 主 体 *,, 户 ， 同 比 增 长

.)0-"+，全县市场主体活跃程度显著上升。
首推"一证通办#跑出便民加速度

今年 - 月 ,, 日，人在县城的诸葛女

士持委托人黄先生及自己的身份证，在县

市场监管窗口成功办结了位于莲都区大

港头镇的一家五金批发部的营业执照，这

是丽水市首份“全域一证通办”营业执照。

当前，丽水正全力打造“全域一证通办”，

助推“最多跑一次”改革再提速。县市场监

管部门通过数据共享、部门联动，打破了

区域限制，实现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个

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等 * 个事项“全域一证

通办”，将这 * 个事项的跨区域办理横向

覆盖到全市 * 个县1市、区2和开发区，即申

请者仅凭一张身份证，即可在当地办理市

域范围内需要在其他县1市、区2办理的事

项，为群众减少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在丽水打造“全域一证通办”的大背

景下，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今年 . 月份

印发了《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申报承诺

制”改革实施方案（试行）》，对全县符合条

件的个体工商户实行经营场所申报承诺

制，免提交经营场所使用证明，实现个体

工商户设立登记“一证通办”———仅凭个

人身份证即可办理营业执照。

通过实行经营场所申报承诺制，不断

优化个体户登记流程，给群众带来了更优

质的便民服务。截至目前，今年已办理个

体户“一证通办”!% 余户。
集成服务实现商事登记"无差别受理$

办一个证件，取好几个号，跑多个窗

口，是以往商事登记的真实写照。自“最多

跑一次”工作开展以来，我县推行集成服

务，整合市场监管、卫计、烟草、文广、税务

五个部门 (-' 项事项，设置 - 个“无差别

受理”窗口，取消原有各部门分类受理，实

现“一个窗口受理，后台分类办件，统一窗

口出件”。

“无差别受理”实现了从“跑多个窗

口”到“只跑一个窗口”的转变，这是我县

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中的又

一次成功探索。据统计，自 - 月 && 日新模

式运行以来，共“无差别受理”商事登记事

项 '("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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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本 报 记 者

孙鹏飞）初晨的阳光还未

来得及洒下，在畲乡绿道

口彩虹跑活动的起点早

已热闹非凡，前来参加活

动的选手们有的听着畲

族特有音乐开始热身，有

的在签名墙前拍照留念，

有的三五成群领取彩虹

粉等活动道具…… " 月

&% 日，由县旅游委员会

和县文广出版（体育）局

联合主办的 (%&! 中国畲

乡绿道彩虹跑活动隆重

举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 -%% 多名体育爱好

者参加。

彩虹跑被称为“地球

上最快乐的赛跑”，发源

于印度的”洒红节“，除了

继承其快乐传播的精髓，

还为其注入了当地本土

的特色，焕发着新鲜事物

的力量。

“这是第二次参加景

宁的彩虹跑了，这里空气

好，跑道沿途的风景也十

分漂亮，明年有机会还要

继续参加。”来自永康的

徐先生边跑边向记者比

划着象征“吉祥如意”的

畲族手势。

“来的时候是白色的

3 恤，到终点就变成彩虹 3 恤啦。”在县城工作

的陈力嘉笑着说，“我是通过微信报名被选上

的，感觉十分的幸运，活动中完全可以按照自

己的节奏步伐享受这场色彩之旅，还能与沿途

的畲族吉祥物留影纪念，非常的棒！”

据悉，本次活动全程 &.0&) 公里，共分为五

个彩色站，依次为起点至 ( 公里、至 " 公里、至

* 公里、至终点，每一个彩色站的工作人员都会

向参与者撒播彩粉，以示祝福。此外，在畲乡大

均终点，还进行了千人押加、摇锅、龙接凤、板

鞋竞速等趣味十足的民族体育运动。

克难攻坚不停步 紧盯目标不放松
———畲乡铁军“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百日攻坚大会战目标任务基本完成

!

本报记者 胡伟鸿

激情红五月，畲乡活力四射。

今年 ( 月 (. 日，畲乡铁军“绿色发

展·乡村振兴”百日攻坚大会战打响。&%%

天以来，“十大战役”各攻坚作战室、攻坚

组及参战单位秉承“志不求易、事不避难”

的赶考精神，以昂扬的斗志，坚定的毅力，

完成了既定目标，展现了许多亮点，为建

设美丽幸福新景宁注入了强大动力。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通过百

日攻坚，重大项目落地、生态产业招商引

资、“景宁 "%%”生产基地建设攻坚战取得

新成效，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天

共完成有效投资 &'0. 亿元，完成目标任

务的 &%&0!+；新建项目开工 .- 个，续建

项目复工 )' 个，分别完成目标任务的

&&"0'+和 &%%+。同时，千峡湖旅游度假区

（景宁）项目被列为全市唯一的全省大花

园建设十大标志性项目。生态产业招商引

资形成了多点开花局面，成功签约港中

旅，助力景宁“全旅通”打造；引进飞科项

目形成“雁阵效应”，已有 &"! 家总部企业

入驻景宁；与上虞、海盐、温岭通过建设“飞

地”产业园、购置工业地产等模式深化合

作，(& 个乡镇（街道2全部与三县（市）的乡

镇（街道）开展结对帮扶。新建“景宁 "%%”

生产基地 &0' 万亩，提升改造 (0- 万亩，培

育“景宁 "%%”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 (" 家，

开发“景宁 "%%”农产品 !" 款4实现销售额

(0& 亿元，形成农业生态经济新亮点。

围绕生态宜居，外舍新区环境整治、

城南棚户区征迁整治及城乡垃圾分类和

“厕所革命”攻坚战推进了城乡人居环境

美丽升级。外舍新区环境整治攻坚，整出

了美丽新城区，向前来参加全国民族自治

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验交流现场会的

嘉宾展现了和美景宁新形象。城南棚户区

征迁攻坚，完成 !%+的土地公示复核，推

进了 !- 户菇棚的政策处理4 夯实了和谐

拆迁基础。城乡垃圾分类和“厕所革命”攻

坚，让“关键小事”有了着落，机关单位及

中小 学校 生 活垃 圾分 类 覆盖 面 已 达

&%%+，超额完成攻坚目标；乡村垃圾分类

覆盖率达 '.0"+；落实公厕“督查长”制，

实现管理机制全覆盖。

围绕乡风文明，乡村移风易俗攻坚战

的开展让文明新风吹遍畲乡大地。从群众

最关注的红白喜事抓起，从最关键的党员

干部管起，立足最核心的观念转变，移风

易俗攻坚形成了陈风陋习变革的大声势。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渐成新风，乡村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的新风尚正逐步

形成。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