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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川粉皮逐步向“省级名小吃”迈进
本报讯（通 讯 员 夏 培莲）近日，由

省妇联、省农办、省农信联社联合举办的

“民间美食厨娘秀”活动在嘉兴市嘉善县

举行。我县的英川粉皮作为丽水市唯一

参赛美食，经过现场制作、精致摆盘、专

家评审、大众评审等多个环节的展示评

比，荣获“巧手美食奖”。

英川粉皮是我县最具代表性的特色

小吃之一，也是英川美食中最闪亮的一

张金名片。近年来，英川镇通过座谈会、

前期实地调研，成立“英川粉皮办”、出台

《英川粉皮制作规程》等一系列举措，英

川粉皮在关键技术攻关、知识产权保护、

市场营销、示范店推广等方面取得实质

性成效。

说起英川粉皮，粉皮美厨娘张火翠

脸上充满了笑容，她告诉笔者，自从美食

示范店创建后，生意越来越好了，好多外

地客人还专门到英川观看她制作粉皮，

有好几位客人已经预约拜她为师啦。

截至目前，我县已成功创建县内粉

皮示范店 ! 家，年收入约 "# 万元。县外 !

家粉皮示范店正在打造当中，并计划对

接丽水市政府机关食堂，在机关食堂增

设英川粉皮窗口。

$%&' 年以来，英川镇继续实施英川粉

皮品牌推广计划，将打造“省级名小吃”作

为赶考目标。下阶段，英川镇将通过举办

中国畲乡三月三子项目“首届英川粉皮节

暨第二届菇民风情节”等载体，以英川粉

皮为突破口，带动英川田螺、英川稻田鲤

鱼、英川红心李等其他美食产业发展，为

建成“美食小镇”打下坚实基础。

标溪乡：“三句半”
唱响移风易俗新序曲

本报讯（通讯员 刘凌波）“现在日子万般

好，唯有一事挺烦恼。纵观农村红白事，请客送

礼真不少。五花八门吃宴请，陈风陋习不能要。

建设标溪新农村，提倡移风易俗好……”近日，

一首关于移风易俗的“三句半”在标溪乡标溪

村广为传唱，村民们耳熟能详，大家纷纷点赞：

“‘三句半’讲得真在理！”

自全县开展移风易俗攻坚战以来，标溪乡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把握重点，深入推进移风

易俗工作，通过“大走访”“大学习”等形式，大

力宣传移风易俗工作，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

基础上，在各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和道德评议

会，将移风易俗写进《村规民约》，并推出标溪

乡“家宴新风”菜谱和红白事菜单，不仅为村民

节省了家庭支出，也积极倡导了厉行节俭、反

对浪费的社会文明新风尚。

“现在大家的思想观念都在慢慢转变，农

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少了，铺张浪费的少

了，不仅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成了新风尚，而且

操办红白喜事也有人监督了，村干部还带头破

除陈风陋习，给我们树立了好榜样。”标溪村村

民柳云燕说。

此次推出的移风易俗“三句半”，由标溪乡

政府即将退休的老干部柳宗林撰写。柳宗林在

乡镇工作了一辈子，对当地的风土民情颇为了

解。“随着新农村的建设发展，移风易俗工作的

推进，标溪乡有了新面貌，于是我就写了这首

‘三句半’，来夸夸标溪的新变化。”柳宗林说

道。

“三句半、顺口溜、快板等都是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艺形式。用‘三句半’来宣传移风易俗工

作，即避免了枯燥死板的说教，又能带动村民

积极参与，很接地气。”标溪乡负责人介绍说。

下阶段，标溪乡将借助“一月一村一台戏”等文

化平台，将移风易俗“三句半”搬上文化礼堂的

舞台，在全乡唱响移风易俗新序曲。

多元共振，分析研判力促信访维稳显成效
本报讯（通 讯 员 章 牡蓉）近年来，

县人力社保局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和底线

思维，紧盯人社领域信访矛盾问题主要

风险点，采取有力措施，强力推进矛盾源

头预防、矛盾隐患研判分析、矛盾化解攻

坚等工作，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反映诉求、

化解信访问题，做好人社系统信访维稳

各项工作。

多方联动，合力拉紧矛盾源头“预防

网”。加强与县信访局、县政法委的沟通

联系，及时掌握信访老户的动态信息，做

到信息互通互报，一旦发现有越级访、集

体访苗头，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稳妥解决

各类纠纷隐患；加强与省市业务科室的

沟通，邀请市人力社保局业务科室负责

人来景现场指导解决精减退职、工龄认

定等信访积案，尽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

状态；不定期开展下访活动，做好政策宣

传工作，引导群众有序表达利益诉求，用

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信访问题。

会商研判，齐抓共管筑牢信访维稳

“安全墙”。建立健全信访维稳问题排查

研判化解机制，每月进行全面“拉网式”

的排查，定期召开会商研判会议，深入分

析涉稳问题形成原因及暴露出的工作短

板，逐一制定针对性、操作性、有效性强

的解决方案，做到矛盾纠纷发现得早、化

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理得好。近年来未

发生一起恶性规模集体来信来访案件(信

访维稳工作秩序良好。

真抓实干，全力以赴打赢防欠薪“攻

坚战”。紧盯欠薪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

以劳动用工秩序规范为重点，扎实开展

欠薪隐患排摸工作，通过日常巡查、专项

检查、随机抽查等形式，柔性执法，形成

事前防范、事中监管、事后执法的全方位

保障体系，全面压实防范和处置欠薪工

作责任。

据统计，今年以来，县人力社保局主

动监察用人单位 &)* 家，共处理欠薪案

件 +' 起，涉及劳动者 ",! 人，清欠

"-+./-'+ 万元；办结劳资纠纷案件 +*/

件，为申请人挽回经济损失 ,"'."" 万余

元。

日前!市民奔跑在新装满风车的绿道上" 近年来我县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瓯江上游小溪流域!修建了一条全

长近
,%

公里的生态长廊!串联起畲乡的绿水青山#廊桥等众多景观景点!成为人们体验畲乡秀美山水的首选之地"

（本报记者 李肃人 摄）

澄照乡三石村谱写
“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讯（本报记者 吴卫萍 通讯员 叶

璟珺）平整宽敞的通村水泥路、鳞次栉比的花

园式移民房、随风摇曳的绿化苗木、优雅别致

的休闲广场……这是走进澄照乡三石村的第

一印象。

近年来，澄照乡紧紧围绕“生态副城、休闲

家园”的总目标，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深

入开展中心村培育、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危

旧房改造、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发展美丽经

济等工作。

三石村从 +-*) 年开始先后三次接收了新

安江水库、上标水库及滩坑水库移民，并兴建

了一批移民房。“原来朝阳小区的移民房都是

毛坯房，布局不是十分合理，每户的庭院上也

很凌乱。”三石村党支部书记刘承勇说。

,%+/ 年，澄照乡结合“志不求易、事不避

难”创新实干大赶考活动，将“创建三石朝阳

小区花样村庄”作为赶考目标，总投资 /+! 万

元，全面完成庭院改造、立面整洁、入口景观

等 +' 个子项目建设。同时，在新一轮的“六边

三化三美”“五水共治”“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等行动中，三石村的党员干部带领广大群

众推进“厕所革命”、垃圾分类等环境整治工

作，并通过公开栏、村民代表大会、乡会村

开、微信朋友圈等形式，倡导健康向上的文明

新风。

“如今的三石村真正呈现出了新农村的美

丽画卷，全村人都为此感到高兴和自豪。”刘承

勇介绍，在整体环境得到提升的同时，三石村

还立足实践，积极发展美丽经济。以集体开发、

联户开发、租赁股份开发等多种模式建起茶

园、毛竹、板栗、杨梅基地，并兴建了 "%%% 多平

方米的茶叶加工厂和近 ,%%% 平方米的茶青交

易市场，规范茶叶的管理和销售。截至目前，村

集体经济年纯收入达到 +!* 万元，累计结存余

额 "'% 余万元，村集体固定资产达到 "'%% 余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 +,'%% 元，切切实实享

受到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成果。

“现在我们也在积极探索，求新求变。下一

步，村里将鼓励更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创业，搞

民宿、农家乐、茶叶、‘景宁 *%%’产品等，力求在

美丽村庄持续发酵的同时，让村民生活实现质

变。”三石村村委主任陈后青对未来的发展信

心满满。

克难攻坚不停步 紧盯目标不放松
（上接第一版）

围绕治理有效，“最多跑一次”改革

攻坚战和平安隐患排查整治攻坚战促进

服务更高效、社会更和谐。“最多跑一次”

改革中共梳理公布群众和企业办事事项

/+, 项，实现“最多跑一次”事项 /%, 项，

实现率 -'.!-0。房产办理“一小时出证”、

社保业务“一卡通行”等成为便捷服务的

新亮点。平安隐患排查整治攻坚，通过深

化“积案清零”，以及组织社会治安、食品

药品、消防等领域平安隐患排查整治，交

出了和谐稳定新答卷。

“大搬快治”攻坚啃下了“硬骨头”。

通过建立“县领导联系督战、联系部门帮

扶、乡镇具体负责”的工作机制，相关乡

镇街道“!1,”“白加黑”攻坚克难，如期完

成搬迁隐患点 &&,% 人的尾留房屋拆除；

完成 ,& 个乡镇（街道）所有地质灾害隐

患点常住人口 &)&/ 人汛期撤离；完成 &-

个治理项目的勘察设计和立项工作，完

成攻坚目标的 &-%0；隐患点核销 /, 个，

完成攻坚目标的 &))0，全面完成“主汛

期前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全部撤离、房

屋拆除”任务。

围绕生活富裕，助农增收和农村集

体经济增收攻坚战推动了“双增”工作驶

上快车道。深入实施第三轮“政银保”扶

贫小额贷款贴息项目，完成贴息贷款 -*%

笔 !"%% 万元，各部门和乡镇还通过中蜂

养殖等短平快项目，助农增收攻坚注入

了新活力。农村集体经济增收攻坚方面，

通过建立健全项目联审、每周进度通报、

每月督查等相关制度，各项目进展顺利。

同时，,& 个乡镇 2街道3 还分别成立了以

各行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股东的强村

公司，整合各村资金、资源，实现村集体

的抱团取暖、奋勇共进。截至目前，全县

共有 /" 个行政村村集体总收入达到 &#

万元以上，"/ 个行政村经营性收入达到

! 万元以上。

下阶段，我县将认真梳理十大战役

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继续攻坚克难不

停步，紧盯目标不放松，切实推进问题整

改落实，补齐短板，加快建设美丽幸福新

景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