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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倡新风 生态殡葬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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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走进梧桐乡金兰村的
生态型公墓，只见石头砌成的石梯，宫
羽般的墓穴整齐排列，翠柏林立，远处
青山环抱，薄雾蒙蒙，环境清幽。
“我们在建公墓前，依照农村的风

俗习惯特意选的址，这里背靠青山，视
线开阔，十分适合寄放仙骨。”梧桐乡生
态公墓项目负责人陈芳岳说道。

新建生态公墓既是提升社会公共
服务的需要，更是吹进移风易俗的强劲
东风。“过去，老百姓讲究建私坟，要建
得大气才算体面，现在可不兴这个了，

让逝去的人住生态公墓，把绿水青山留
给子孙后代，这才是真体面！”梧桐村主
任陈金根说道。
“生态公墓建成后，既能有效降低

农民私自建坟的成本，又能降低青山白
化治理成本，同时保护了绿水青山，推
进移风易俗，实现农民生活成本和环境
整治成本的利益最大化。”梧桐乡党委
书记王伟飞介绍道，生态公墓双穴宽
!"#

米，高
!"$

米，定价从
%&'(

到
!()((

不等，这项收入除去部分留作管理资
金，其余部分将按各村购买情况返还村
里作为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同时村里还

将拿出购买墓穴单价的
!(*

作为奖励
资金返还农户，既是民生工程又是民心
工程。

+(!#

年，梧桐乡将新建生态公墓作
为“大赶考”目标，整合县农办、民政、财
政等部门资金，

!!

个行政村投资参股成
立吾同强村公司，一期投入

&(

万完成
了

,(

个墓穴的建设。预计每年可为每
村增加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

万元，
能有效破解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难问
题。截至目前，梧桐乡山泰生态公墓已
被预订

!$

个，并有多个公墓穴位投入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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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
来，澄照乡在落实好“大会战、大赶考、大
调研”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探索党建
工作新路子，多管齐下，以创建学习型党
组织，推动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常态化。
每日一句微信推送。在开展中心组学

习、集中学习和分散学习的基础上，利用
微信平台，定期将党章党史、廉政准则、习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建基础等通
过党支部书记微信群、各村党员微信群每
日推送，供大家学习，提高党员干部思想
认识和工作服务水平。目前已发送各类信
息

!((

余条，组织学习
+(

余次。
每周一次集中学习。结合周一例会，

每周组织全体领导干部开展一次集中学
习，由上周的值班领导自选课题组织进
行学习，坚持“集中学、分组学、自主学”

相结合，开展主题交流发言、观看视频等
新的学习方式，深学精学党章党规党纪，
学通学透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广学宽学各级各类重要会
议精神。目前已开展集中学习

!$

次。
每月一次主题活动。围绕基层党建

任务清单以及近期开展的重点、中心工
作，各党支部每月积极组织干部开展送
温暖、献爱心、廉政教育等主题活动。并
通过邀请县检察院、县委党校等部门的
专业人士进行授课，重走红军路，组织党
员干部赴畲乡景宁新时代讲习中心开展
学习等方式，为干部“加餐”，提升党员党
性修养。截至目前，该乡各党支部累计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

!!+

次，开展讲党课
%$

余次，开展文体活动
+

次。
每季一次成果展示。结合乡党委推

出的党支部、党员“双积分”管理制度，该
乡每月开展一次支部擂台榜活动，公布
各党支部积分排名，每季度再根据得分
高低评出优胜排名村

+

个、进步较快村
!

个、综合排名落后村
+

个，并进行现场贴
牌，促使党员在推动村级发展、服务群众
等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目前各党支
部已经公布季度得分情况

+

次、贴牌
!

次，开展好经验好做法宣传
!(

余次。
每年一次赶考评比。将党员干部全

年参与学习情况、学习心得完成及交流
情况、党员讲党课等作为评选年度优秀
党员、优秀公务员等重要指标，进一步增
强党员干部的学习意识和学习实效性。
今年已经评选表彰了

+(!#

年度优秀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公务员、宣传
先进个人各

!

名，优秀事业干部
+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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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鹤溪河畔举行了
一场特殊的放流。三名当事人在县水利局
水政渔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将
价值

+(((

元的鱼苗放入鹤溪河。
据了解，三名当事人因在鹤溪河电

网捕鱼，被县水政渔政执法人员当场查

获，经行政处罚及教化引导后，当事人深
刻认识到该行为对水环境造成的损害，
并自愿购买价值

+(((

元的鱼苗对水生
态进行修复。

近年来，县水利局联合县人民法院
等相关部门积极探索环境修复司法机
制，按照“谁损害、谁修复”原则，创新推

出水生态修复机制，严厉打击生态破坏
行为。水生态修复机制不仅较好地教化
了不法分子，还有效地减轻了违法行为
所引发的负面生态影响，为我县绿水青
山发展之路夯实了水生态基础。

截至目前，县水利局已组织开展水
生态修复

!#

次，罚放鱼苗
,&

万尾。

9:!;<=>?@ABC" DEFGHIJKLJMNOPQR>STUV%WX!YZ[\]3^_`abcd!

efgTh_ij=>?@k\lm!nop[qRrsRtu#vwxy#z{O|!}~����!�������T

��Rl" ���!��Y�QR��?@����ij��" �ij|@���

+#(

I!��

+"+

ij @O|"  @f

g¡

#

¢

/

ij!|@£¤¥¦

+(

¢

/

ij!§UV%WXTQR¨�S<}a©

.((

�¢"

（本报记者 李肃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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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县
人民检察院搭框架、铺路子，依托‘域外网格’
为我们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我们商
会很多商户在遭受不公平待遇时，检察院主动
对接，及时化解，维护了我们的合法利益，体现
了检察机关精准护航在外创业者的良苦用心，
让我们感受到了司法温暖。”近日，在我县深化
域外网格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天津商会相关负
责人对县人民检察院连连称赞道。
据了解，近年来县人民检察院依托“检察网

格化”建设，通过新媒体宣传，开展走访调研等
方式向外出人口相对集中的域外网格加强政策
宣传，发布有关国家经济政策、法律、金融方面
的知识。同时，通过发挥域外网格及时了解在外
景商及务工人员的相关信息，努力为在外景宁
人提供更多法治宣传、法律咨询、矛盾化解等服
务，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座谈会上，县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景宁畲
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对接域外网格工作方
案》，明确每个商会将由一个检察官小组联系，
检察官小组将直接对接商会。同时，还通过阐
述检察相关职能，表示将针对域外网格的法治
需求，建立绿色、快捷的信息传递渠道和处理
结果反馈机制，立足法律咨询、矛盾化解、司法
救助等服务，为域外网格反映的问题落实专人
负责对接，跟踪督办，及时反馈，提高服务的效
率和司法透明度。

与会企业家们一致认为，检察机关的工作
落实落地，此举让企业感到了温暖与依靠，让
他们感觉到司法保护就在身边，也使他们时刻
提醒自己一定要提高法律意识，在营商过程中
依规办事，避免日后生出纠纷带来不良影响和
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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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景
南乡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纳入村级“志
不求易、事不避难”创新实干大赶考工作目标，
强力推进“十乱”点位“网格化”治理。同时，该
乡在整治过程中注重基础设施的全面提升和
特色打造，示范街外立面改造窗口用仿竹线条
贴面，统一建筑风貌，并利用种植乡土植物等
方式在景观节点融入特色仁孝文化，具有鲜明
的竹文化和仁孝文化的小城镇新风貌初显，为
实现打造“湿地小镇·养生景南”的赶考目标奠
定扎实基础。

截至目前，该乡已整治“十乱”点位
.%,

个，拆除点位
$)

个，拆除面积达
#!$(

平方米；
小城镇项目开工率

!((*

，项目总施工进度为
$&"%%*

，完成投资
.!#

万元，投资完成率
,#"%#*

。其中示范街建设项目完成
,(*

、线乱
拉整治完成

&(*

以上。
下阶段，景南乡将围绕环境卫生整治、乡

村秩序整治、乡容村貌整治”的要求，制定村规
民约、门前三包责任书，以党建引领，发动党员
干部、群众，定期开展全民清洁行动，将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与“六边三化三美”“五水共
治”、省级卫生乡镇创建等工作有机结合，推进
洁美乡村大比拼，确保整治工作顺利推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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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过一年筹备，一年采集，半年

整编，水利普查工作人员的足迹踏遍全县
+!

个乡镇（街道），
,,+

条大小河道，不仅查询了
大量史料，还用脚步丈量了每一个水文化遗产
现场，亲身体验了畲乡水利文化之路。此次水
文化普查发现整理水利文化遗存共

+!&

余处，
其中包括

+,

座堰坝，
!!(

座桥，
!.

口井，
+)

个
渡口，

#

座堤，
!

个潭，
!

个泮池，
,

个水碓，
#%

部文艺作品等。现已对资料进行整理编辑，分
类装订成

,

册，此外还编撰了水文化遗产特色
集锦，并刻录了光盘，圆满实现了“完成水利文
化普查”的大赶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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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由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
中心、中国文化馆协会联合开展的“欢跃四季”
百姓广场舞优秀案例发布，我县中国好畲“舞”
———畲族原创广场舞推广案例成功入围，并作
为典型经验在国家公共文化云进行全国展示推
广。全省仅

,

家单位入围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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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走进梧桐乡金兰村的
生态型公墓，只见石头砌成的石梯，宫
羽般的墓穴整齐排列，翠柏林立，远处
青山环抱，薄雾蒙蒙，环境清幽。
“我们在建公墓前，依照农村的风

俗习惯特意选的址，这里背靠青山，视
线开阔，十分适合寄放仙骨。”梧桐乡生
态公墓项目负责人陈芳岳说道。

新建生态公墓既是提升社会公共
服务的需要，更是吹进移风易俗的强劲
东风。“过去，老百姓讲究建私坟，要建
得大气才算体面，现在可不兴这个了，

让逝去的人住生态公墓，把绿水青山留
给子孙后代，这才是真体面！”梧桐村主
任陈金根说道。
“生态公墓建成后，既能有效降低

农民私自建坟的成本，又能降低青山白
化治理成本，同时保护了绿水青山，推
进移风易俗，实现农民生活成本和环境
整治成本的利益最大化。”梧桐乡党委
书记王伟飞介绍道，生态公墓双穴宽
!"#

米，高
!"$

米，定价从
%&((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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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这项收入除去部分留作管理资
金，其余部分将按各村购买情况返还村
里作为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同时村里还

将拿出购买墓穴单价的
!(*

作为奖励
资金返还农户，既是民生工程又是民心
工程。

+(!#

年，梧桐乡将新建生态公墓作
为“大赶考”目标，整合县农办、民政、财
政等部门资金，

!!

个行政村投资参股成
立吾同强村公司，一期投入

&(

万完成
了

,(

个墓穴的建设。预计每年可为每
村增加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

万元，
能有效破解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难问
题。截至目前，梧桐乡山泰生态公墓已
被预订

!$

个，并有多个公墓穴位投入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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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
来，澄照乡在落实好“大会战、大赶考、大
调研”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探索党建
工作新路子，多管齐下，以创建学习型党
组织，推动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常态化。
每日一句微信推送。在开展中心组学

习、集中学习和分散学习的基础上，利用
微信平台，定期将党章党史、廉政准则、习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建基础等通
过党支部书记微信群、各村党员微信群每
日推送，供大家学习，提高党员干部思想
认识和工作服务水平。目前已发送各类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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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条，组织学习
+(

余次。
每周一次集中学习。结合周一例会，

每周组织全体领导干部开展一次集中学
习，由上周的值班领导自选课题组织进
行学习，坚持“集中学、分组学、自主学”

相结合，开展主题交流发言、观看视频等
新的学习方式，深学精学党章党规党纪，
学通学透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广学宽学各级各类重要会
议精神。目前已开展集中学习

!$

次。
每月一次主题活动。围绕基层党建

任务清单以及近期开展的重点、中心工
作，各党支部每月积极组织干部开展送
温暖、献爱心、廉政教育等主题活动。并
通过邀请县检察院、县委党校等部门的
专业人士进行授课，重走红军路，组织党
员干部赴畲乡景宁新时代讲习中心开展
学习等方式，为干部“加餐”，提升党员党
性修养。截至目前，该乡各党支部累计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

!!+

次，开展讲党课
%$

余次，开展文体活动
+

次。
每季一次成果展示。结合乡党委推

出的党支部、党员“双积分”管理制度，该
乡每月开展一次支部擂台榜活动，公布
各党支部积分排名，每季度再根据得分
高低评出优胜排名村

+

个、进步较快村
!

个、综合排名落后村
+

个，并进行现场贴
牌，促使党员在推动村级发展、服务群众
等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目前各党支
部已经公布季度得分情况

+

次、贴牌
!

次，开展好经验好做法宣传
!(

余次。
每年一次赶考评比。将党员干部全

年参与学习情况、学习心得完成及交流
情况、党员讲党课等作为评选年度优秀
党员、优秀公务员等重要指标，进一步增
强党员干部的学习意识和学习实效性。
今年已经评选表彰了

+(!#

年度优秀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公务员、宣传
先进个人各

!

名，优秀事业干部
+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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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鹤溪河畔举行了
一场特殊的放流。三名当事人在县水利局
水政渔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将
价值

+(((

元的鱼苗放入鹤溪河。
据了解，三名当事人因在鹤溪河电

网捕鱼，被县水政渔政执法人员当场查

获，经行政处罚及教化引导后，当事人深
刻认识到该行为对水环境造成的损害，
并自愿购买价值

+(((

元的鱼苗对水生
态进行修复。

近年来，县水利局联合县人民法院
等相关部门积极探索环境修复司法机
制，按照“谁损害、谁修复”原则，创新推

出水生态修复机制，严厉打击生态破坏
行为。水生态修复机制不仅较好地教化
了不法分子，还有效地减轻了违法行为
所引发的负面生态影响，为我县绿水青
山发展之路夯实了水生态基础。

截至目前，县水利局已组织开展水
生态修复

!#

次，罚放鱼苗
,&

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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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县
人民检察院搭框架、铺路子，依托‘域外网格’
为我们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我们商
会很多商户在遭受不公平待遇时，检察院主动
对接，及时化解，维护了我们的合法利益，体现
了检察机关精准护航在外创业者的良苦用心，
让我们感受到了司法温暖。”近日，在我县深化
域外网格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天津商会相关负
责人对县人民检察院连连称赞道。
据了解，近年来县人民检察院依托“检察网

格化”建设，通过新媒体宣传，开展走访调研等
方式向外出人口相对集中的域外网格加强政策
宣传，发布有关国家经济政策、法律、金融方面
的知识。同时，通过发挥域外网格及时了解在外
景商及务工人员的相关信息，努力为在外景宁
人提供更多法治宣传、法律咨询、矛盾化解等服
务，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座谈会上，县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景宁畲
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对接域外网格工作方
案》，明确每个商会将由一个检察官小组联系，
检察官小组将直接对接商会。同时，还通过阐
述检察相关职能，表示将针对域外网格的法治
需求，建立绿色、快捷的信息传递渠道和处理
结果反馈机制，立足法律咨询、矛盾化解、司法
救助等服务，为域外网格反映的问题落实专人
负责对接，跟踪督办，及时反馈，提高服务的效
率和司法透明度。

与会企业家们一致认为，检察机关的工作
落实落地，此举让企业感到了温暖与依靠，让
他们感觉到司法保护就在身边，也使他们时刻
提醒自己一定要提高法律意识，在营商过程中
依规办事，避免日后生出纠纷带来不良影响和
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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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景
南乡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纳入村级“志
不求易、事不避难”创新实干大赶考工作目标，
强力推进“十乱”点位“网格化”治理。同时，该
乡在整治过程中注重基础设施的全面提升和
特色打造，示范街外立面改造窗口用仿竹线条
贴面，统一建筑风貌，并利用种植乡土植物等
方式在景观节点融入特色仁孝文化，具有鲜明
的竹文化和仁孝文化的小城镇新风貌初显，为
实现打造“湿地小镇·养生景南”的赶考目标奠
定扎实基础。

截至目前，该乡已整治“十乱”点位
.%,

个，拆除点位
$)

个，拆除面积达
#!$(

平方米；
小城镇项目开工率

!((*

，项目总施工进度为
$&"%%*

，完成投资
.!#

万元，投资完成率
,#"%#*

。其中示范街建设项目完成
,(*

、线乱
拉整治完成

&(*

以上。
下阶段，景南乡将围绕环境卫生整治、乡

村秩序整治、乡容村貌整治”的要求，制定村规
民约、门前三包责任书，以党建引领，发动党员
干部、群众，定期开展全民清洁行动，将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与“六边三化三美”“五水共
治”、省级卫生乡镇创建等工作有机结合，推进
洁美乡村大比拼，确保整治工作顺利推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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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过一年筹备，一年采集，半年

整编，水利普查工作人员的足迹踏遍全县
+!

个乡镇（街道），
,,+

条大小河道，不仅查询了
大量史料，还用脚步丈量了每一个水文化遗产
现场，亲身体验了畲乡水利文化之路。此次水
文化普查发现整理水利文化遗存共

+!&

余处，
其中包括

+,

座堰坝，
!!(

座桥，
!.

口井，
+)

个
渡口，

#

座堤，
!

个潭，
!

个泮池，
,

个水碓，
#%

部文艺作品等。现已对资料进行整理编辑，分
类装订成

,

册，此外还编撰了水文化遗产特色
集锦，并刻录了光盘，圆满实现了“完成水利文
化普查”的大赶考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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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由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
中心、中国文化馆协会联合开展的“欢跃四季”
百姓广场舞优秀案例发布，我县中国好畲“舞”
———畲族原创广场舞推广案例成功入围，并作
为典型经验在国家公共文化云进行全国展示推
广。全省仅

,

家单位入围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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