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督导组到我县督查“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工作
! !

本报讯（记者 李琦斐）日前，省
!"

督导组到我县，对“五水共治”“三改一
拆”（违建别墅清查整治）、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和生活垃圾分类等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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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二轮督查。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王益，副县长严伟华、毛华庆陪
同。

汇报会上，王益代表县委县政府汇
报我县“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活垃圾分类等工作

情况。
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

记“三个走在前列”目标嘱托，争当绿色
发展的探路者、模范生。在“三改一拆”
方面，以创建“无违建县”为努力方向，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完成“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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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累计拆除违法建筑
!""(*+

万
平方米。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开展三年
以来，累计完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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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实施整
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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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乡镇全部顺利通过

省级考核验收，东坑、沙湾、景南、梅岐、
家地、郑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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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乡镇被评为省级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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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县。

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截至目前，全
县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覆盖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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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城镇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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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莅景
调研“双下沉、两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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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0

记 者 吴 卫 萍 何 彬 峰

吴俊杰）
$$

月
*

日，浙大一院党委书记
梁廷波一行来到景宁调研“双下沉、两
提升”工作，并召开了工作座谈会。市委
常委、县委书记陈重，县领导王益、雷应
江、徐瑛陪同。

座谈会上，我县汇报了“双下沉、
两提升”工作情况。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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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启动“双
下沉、两提升”工作以来，浙大一院与
景宁建立了紧密型全方位的医疗合作
关系，在医院管理、学科建设、医疗技
术、人才培养等方面为我县提供了强
大的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撑，助推景宁
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浙
大一院的连续两轮帮扶下，景宁县域
内就诊率上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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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宁医院成
功跻身“县级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推荐

标准县医院”全国
-))

强，综合评分位
居全国民族自治县第

!

名。
陈重对浙大一院一直以来给予景

宁的无私帮助和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
谢。他指出，浙大一院

"

年多来对景宁
的帮扶结出了累累硕果。今年景宁荣
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并在全
国表彰大会上发言，更要以感恩的心
态、奋进的姿态、赶考的状态，扎实推
进民族团结、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等
各项工作，要持续在医疗卫生等关键
民生事业上花更大的力气，争取更大
的成效。陈重表示，要以新院区搬迁为
契机，在浙大一院的指导帮扶下，对标
对表、严格要求，志不求易、事不避难，
倒逼民族医院学科建设、医疗服务等
软硬件建设迈上新台阶，并希望建立
互访合作等机制，携手打造“双下沉、

两提升”工作升级版，为畲乡群众提供
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加便利的医疗
服务，成为全省和全国民族自治县的
典范示范。

梁廷波在讲话中指出，浙大一院将
义不容辞承担起助推景宁医疗卫生事业
走在全国民族自治县前列的重任，投入
更大的精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抓好同
质化管理、同步化发展，服务好基层、服
务好群众，着力提升民族分院医疗服务
水平，为畲乡景宁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在景期间，梁廷波还实地考察了浙
大一院景宁分院、远程医学会诊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畲族博物馆等地，参加
了新院区植树活动和浙一肝胆胰外科专
家团队工作站揭牌仪式，并看望了浙大
一院在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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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彬

峰 吴 俊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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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晚，华策集团杭州剧集中
心总裁张晓东带领策划
团队，到景宁对接电视剧
《甜蜜的向往》项目前期
工作。市委常委、县委书
记陈重，县委常委、县委
办主任雷应江参加对接
会。

会上，张晓东介绍了
电视剧《甜蜜的向往》相
关项目背景、意义、优势、
思想内涵及前期采风计
划。他说，景宁的发展令
全国瞩目，作为全国民族
自治县（旗）首个小康样
本，是少数民族地区脱贫
致富的典范。华策集团将
响应党中央提出的“承担
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
作指导思想，拟拍摄一部
全景展示景宁发展历程
的

')

集乡村励志剧，旨
在以文化的力量促进景
宁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引
领畲族元素走向世界，带
动和吸引工商资本进入
景宁，助推景宁高质量绿
色发展。

陈重指出，景宁在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上载誉归来，在倍感自
豪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
步提高站位，树立先进意
识，通过更广阔的平台，
将景宁畲汉等各族人民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精
神充分展现出来，把景宁
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
成果充分展现出来，把景
宁灿烂的民族文化和秀美的绿水青山宣传出去，
进一步提升畲乡景宁的知名度、美誉度。

陈重强调，景宁在民族团结、城乡融合、脱贫
致富奔小康等方面有大量鲜活的创作素材可供挖
掘，要树立精品意识，全力支持、积极配合好创作
工作，在主题提炼、剧本创作等方面提建议、出灵
感，力争打造出一部能够鲜活、灵动、深刻反映畲
乡景宁人文历史风貌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视作
品，展现“诗画畲乡·和美景宁”的良好形象。我县举行县政府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

本报讯（记者 李琦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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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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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上午，我县举行县政府任命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王益担任监誓人并讲话。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宣誓仪式正式
开始，

**

名在今年
$

月
$*

日后新任命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面向国旗，右手举
拳，宣读誓词。

王益指出，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是
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加快法

治政府建设的庄严活动。希望宣誓人员
把誓言转化为实际行动，把宪法精神落
实到具体工作中，勤勉为公，俯首为民，
为景宁争当全市高质量绿色发展排头
兵作出更大贡献。

王益要求，要始终忠诚于党，旗帜鲜
明讲政治，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不断
加强政治建设。要始终忠于宪法，依法依
规尽职尽责，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

力。要始终忠于事业，实干担当求实效，面
对问题敢抓敢管，解决问题见底见效，用
扎实的举措，大力推动景宁加快发展。要
始终忠于职守，勤政廉政为人民，严格遵
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遵守党纪国
法，严格遵守“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
风”，切实履行好“一岗双责”要求，始终做
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自身的辛苦指
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努力树立政府部
门高效、廉洁、为民的良好形象。

九届县委第六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 !

本报讯（记者 李琦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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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上午，九届县委第六轮巡察工作动员部
署会召开，会议回顾总结上一轮巡察工
作，部署九届县委第六轮巡察工作任
务。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叶龙
标，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乐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要认清当前形势，奋力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狠抓整
改落实，全力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
压实整改责任，强化日常监督，深化成
果运用，并不断加强队伍建设，着力提
升巡察工作水平。

会议要求，各巡察组要继续发扬斗

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发挥巡察纪律
审查“前哨”、全面从严治党“利剑”作
用。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精准聚焦巡
察重点，及时发现和推动解决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
题。

会议强调，本轮巡察要紧盯职责使
命，善于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督促各级
党组织自觉践行初心使命，自觉从党和
国家事业大局出发来作决策、抓工作、
促改革，紧密结合实际把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要准确把握巡察监督的工作重点，围绕

“四个落实”深入查找政治偏差，坚持从
业务看政治，从问题看责任，从现象看
本质，发挥巡察政治监督作用。要坚持
打铁必须自身硬，持之以恒抓好巡察队
伍建设，广大巡察干部要通过加强政
治建设、巡察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
设，牢固树立正人先正己的理念，廉洁
履职、干净履职，坚决维护巡察公信
力。同时，要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履
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扎实
有序推进新一轮县委巡察工作，为畲
乡景宁在新的起点上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保障。

全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 !

本报讯（记 者 李 琦 婓）昨日上午，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王益到县城南区块，就重点项目
建设工作进行调研。

王益先后到金垟北路、城南安置小区、金山
垟安置小区、东弄畲家田园综合体等地，实地查
看重点项目施工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推进情
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单位项目推进情况
汇报，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

调研中，王益对城南区块重点项目建设工
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城南区块重点项目
建设事关景宁经济社会发展，事关百姓的切身
利益，各部门单位要深刻认识城南区块重点项
目建设的重大意义，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

王益强调，城南区块各重点项目建设时间
紧、任务重，街道和各相关部门要按照既定的时
间表、路线图，昂扬斗志，攻坚克难，有序推进项
目建设；要统筹规划，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标准规
划，吸取好的经验做法，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大
项目催生大产业、带动大配套、形成大集聚，推动
融合发展；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和
责任意识，深入项目现场，及时了解掌握项目建
设进展情况，主动协调解决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加强沟通，共同推进，确保在建项目按照时
间节点安全有序如期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