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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局景宁分局以“互联网
#

”
助推“最多跑一次”改革

本报讯（记者 潘柳清）“党校迁建
项目办到环境影响登记备案这一环节，
通过网上平台进行登录，按操作程序流
程，短短几分钟就完成了，真是方便。”
县委党校迁建项目相关负责人雷德荣
说。连日来，雷德荣忙着准备关于县委
党校迁建工程的环境影响备案资料，以
往这些备案资料需要到窗口现场办理，
现在只需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就可以
直接登记备案。

自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来，市
生态环境局景宁分局紧紧围绕“跑一次
是底线、一次不用跑是常态、跑多次是

例外”的目标，打出一系列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组合拳”，助力环保服务效能的
提升，全力打造办事服务“零次跑”。

截至目前，市生态环境局景宁分局
共梳理更新“最多跑一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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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项。同时，通过运用“互联网

#

”，实现登
记表备案“零上门”，所有编制登记表级
别的建设项目实行网上备案，办结时间
由原来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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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压缩为现在的
即填即办，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线上
“一次登录、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扇
门、最多跑一次”，用最高的效率、最少
的环节、最简的材料、最短的时间、最优

的服务，办好“一件事”。
下阶段，市生态环境局景宁分局将

严格按照指标要求，找准差距，奋勇争
先，使审批服务向“精细化、标准化、数
字化”转变，在把好项目准入关同时助
推项目早日落地，从群众最渴望解决、
最难办的事情上寻找突破，不断提升企
业和群众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的获
得感。

我县启动首批管道
天然气用户报装业务
本报讯（通讯员 陈伟光）近日，县天然气

公司工作人员到县府宿舍小区开展管道天然
气报装业务，小区住户踊跃报装。

实施天然气供应工程是
&"%'

年我县十件
民生实事之一。今年初，县天然气公司着手开
展天然气储备站和市政中压管道建设工作。截
至目前，共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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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元，建成液化天然气
过渡气源站和江滨路、人民北路、人民中路（北
段）、金山垟路等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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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中压天然气管道。
今年，县天然气公司抓住县府宿舍小区改

造提升的契机，对县府宿舍小区进行了天然气
管道预埋，并将于本月进行立管安装，力争在
年底前，实现县府宿舍小区与县民族医院等处
首批开通天然气供应。下阶段，随着天然气中
压管道的延伸，天然气管网的完善，县天然气
公司将逐步对具备条件的小区开通天然气供
应。

依据《浙江省天然气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
&"%()&"&"

年）》和省发改委、浙江省能源集
团意见，在省网管输气未通达前，我县由浙能
集团因地制宜采取非管输天然气供应方式，以
加快推进全民共享。

天然气对比其他油气燃料具有安全、环
保、经济实惠、持续供应、使用方便等优点。推
广使用天然气，对于我县优化能源结构、推进
节能减排、降低居民企业用能支出、提升人民
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县人民检察院开展
检察服务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毛妙霞）“大爷您看，像这
些野生山羊、野生石斑鱼都是不能随意捕杀
的，您要是看到有非法捕杀、滥砍滥伐林木等
违法行为，可以向我们举报，举报热线是
%&*"'

。”近日，县人民检察院开展“检察在您身
边”普法宣传周活动。

活动中，检察干警们通过宣传展板、发放
宣传画册、走村入户等方式，广泛宣传检察机
关检察网格化、公益诉讼、扫黑除恶、生态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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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服务热线等职能工作，并对群
众提出和关心的法律问题给予耐心细致的解
答，引导市民知法、守法、用法，进一步了解检
察机关的职能和作用。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
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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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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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收
集群众反馈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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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条。
“有些人会在山上放电猫非法捕猎，对我

们这些经常要上山的人来说真是太危险了，以
前也不清楚可以向什么单位举报，像今天这样
面对面的宣传真是太有用了。”英川镇隆川村
村民李根香说。

近年来，县检察院不断拓宽宣传视角，多
渠道多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创新探索“检
察网格化”工作，向重点乡镇派驻司法雇员，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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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服务车”，进一步加强宣传实
效，切实增强群众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和个人合法权益的法治意识，扩大检察机关
的社会影响力。

小菜园 大民心

九龙乡打造公共菜园暖民心
本报讯（本 报 记者 杜城 波）近日，

记者在九龙乡王湾村看到，该村的几名
党员在公共菜园里栽种青菜、芹菜和大
蒜，一垄垄翠绿油亮的时令蔬菜，长势喜
人，成了村子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公共菜园的菜大部分都送给敬老
院的老人食用，园子虽不大，但种的蔬菜
可以给村民们一起分享，很有成就感。”
龙湾居委相关负责人乐呵呵地说。“以前
我从没有见过村干部往敬老院送蔬菜
的，现在隔三差五就能看到村干部给我

们食堂送菜，感到很暖心。”住在九龙敬
老院的李祥乾说。

记者看到，公共菜园里有青菜、小辣
椒、萝卜等各种蔬菜，上面还写有监管人
员的名字。“菜种好了，管理也不能落
下。”龙湾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监管人
员由村委干部组成，负责菜园的设计，指
导村民种菜和后期管理，让菜园始终保
持整洁有序，生机勃勃。

自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和“六
边三化三美”工作以来，九龙乡充分利

用拆违以及荒废的空地，在集镇建设公
共菜园，既节约了土地，丰富了群众的
“菜篮子”，也为集镇点亮更多绿意。同
时，该乡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围绕本乡留守孤寡老人较多的
实际，将收获的蔬菜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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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的
孤寡老人以及九龙敬老院食堂，为老年
人增添一份关怀和温暖。截至目前，九
龙乡共有公共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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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处，其中
*

处
为公益菜园。

市生态环境局景宁分局以“互联网
,

”
助推“最多跑一次”改革

本报讯（记者 潘柳清）“党校迁建
项目办到环境影响登记备案这一环节，
通过网上平台进行登录，按操作程序流
程，短短几分钟就完成了，真是方便。”
县委党校迁建项目相关负责人雷德荣
说。连日来，雷德荣忙着准备关于县委
党校迁建工程的环境影响备案资料，以
往这些备案资料需要到窗口现场办理，
现在只需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就可以
直接登记备案。

自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来，市
生态环境局景宁分局紧紧围绕“跑一次
是底线、一次不用跑是常态、跑多次是

例外”的目标，打出一系列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组合拳”，助力环保服务效能的
提升，全力打造办事服务“零次跑”。

截至目前，市生态环境局景宁分局
共梳理更新“最多跑一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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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项。同时，通过运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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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登
记表备案“零上门”，所有编制登记表级
别的建设项目实行网上备案，办结时间
由原来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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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压缩为现在的
即填即办，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线上
“一次登录、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扇
门、最多跑一次”，用最高的效率、最少
的环节、最简的材料、最短的时间、最优

的服务，办好“一件事”。
下阶段，市生态环境局景宁分局将

严格按照指标要求，找准差距，奋勇争
先，使审批服务向“精细化、标准化、数
字化”转变，在把好项目准入关同时助
推项目早日落地，从群众最渴望解决、
最难办的事情上寻找突破，不断提升企
业和群众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的获
得感。

我县启动首批管道
天然气用户报装业务
本报讯（通讯员 陈伟光）近日，县天然气

公司工作人员到县府宿舍小区开展管道天然
气报装业务，小区住户踊跃报装。

实施天然气供应工程是
&"%'

年我县十件
民生实事之一。今年初，县天然气公司着手开
展天然气储备站和市政中压管道建设工作。截
至目前，共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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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元，建成液化天然气
过渡气源站和江滨路、人民北路、人民中路（北
段）、金山垟路等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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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中压天然气管道。
今年，县天然气公司抓住县府宿舍小区改

造提升的契机，对县府宿舍小区进行了天然气
管道预埋，并将于本月进行立管安装，力争在
年底前，实现县府宿舍小区与县民族医院等处
首批开通天然气供应。下阶段，随着天然气中
压管道的延伸，天然气管网的完善，县天然气
公司将逐步对具备条件的小区开通天然气供
应。

依据《浙江省天然气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
&"%(-&"&"

年）》和省发改委、浙江省能源集
团意见，在省网管输气未通达前，我县由浙能
集团因地制宜采取非管输天然气供应方式，以
加快推进全民共享。

天然气对比其他油气燃料具有安全、环
保、经济实惠、持续供应、使用方便等优点。推
广使用天然气，对于我县优化能源结构、推进
节能减排、降低居民企业用能支出、提升人民
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县人民检察院开展
检察服务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毛妙霞）“大爷您看，像这
些野生山羊、野生石斑鱼都是不能随意捕杀
的，您要是看到有非法捕杀、滥砍滥伐林木等
违法行为，可以向我们举报，举报热线是
%&*"'

。”近日，县人民检察院开展“检察在您身
边”普法宣传周活动。

活动中，检察干警们通过宣传展板、发放
宣传画册、走村入户等方式，广泛宣传检察机
关检察网格化、公益诉讼、扫黑除恶、生态检
察、

%&*"'

举报服务热线等职能工作，并对群
众提出和关心的法律问题给予耐心细致的解
答，引导市民知法、守法、用法，进一步了解检
察机关的职能和作用。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
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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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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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收
集群众反馈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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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条。
“有些人会在山上放电猫非法捕猎，对我

们这些经常要上山的人来说真是太危险了，以
前也不清楚可以向什么单位举报，像今天这样
面对面的宣传真是太有用了。”英川镇隆川村
村民李根香说。

近年来，县检察院不断拓宽宣传视角，多
渠道多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创新探索“检
察网格化”工作，向重点乡镇派驻司法雇员，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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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服务车”，进一步加强宣传实
效，切实增强群众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和个人合法权益的法治意识，扩大检察机关
的社会影响力。

小菜园 大民心

九龙乡打造公共菜园暖民心
本报讯（本 报 记者 杜城 波）近日，

记者在九龙乡王湾村看到，该村的几名
党员在公共菜园里栽种青菜、芹菜和大
蒜，一垄垄翠绿油亮的时令蔬菜，长势喜
人，成了村子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公共菜园的菜大部分都送给敬老
院的老人食用，园子虽不大，但种的蔬菜
可以给村民们一起分享，很有成就感。”
龙湾居委相关负责人乐呵呵地说。“以前
我从没有见过村干部往敬老院送蔬菜
的，现在隔三差五就能看到村干部给我

们食堂送菜，感到很暖心。”住在九龙敬
老院的李祥乾说。

记者看到，公共菜园里有青菜、小辣
椒、萝卜等各种蔬菜，上面还写有监管人
员的名字。“菜种好了，管理也不能落
下。”龙湾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监管人
员由村委干部组成，负责菜园的设计，指
导村民种菜和后期管理，让菜园始终保
持整洁有序，生机勃勃。

自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和“六
边三化三美”工作以来，九龙乡充分利

用拆违以及荒废的空地，在集镇建设公
共菜园，既节约了土地，丰富了群众的
“菜篮子”，也为集镇点亮更多绿意。同
时，该乡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围绕本乡留守孤寡老人较多的
实际，将收获的蔬菜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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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的
孤寡老人以及九龙敬老院食堂，为老年
人增添一份关怀和温暖。截至目前，九
龙乡共有公共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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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处，其中
*

处
为公益菜园。

最 多 跑 一 次

我县部署高等级景区城创建迎检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琦斐）

%%

月
%+

日
下午，我县召开高等级景区城创建迎检
工作部署会。县领导王益、严伟华、沈秀
慧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目前我县高等级景区城
创建工作推进情况，部署下步迎检工作，
县建设局、县文广旅体局、县综合执法局
分别作表态发言。

会议指出，创建高等级景区城是县
委县政府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立足
我县发展实际，根据群众愿望和需求，做
出的一项带有长远性、战略性的重大决
策。也是我县践行“两山”理念的实际行
动和推动我县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引

擎，各部门要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查找
存在问题，补齐当前创建工作的突出短
板，确保创建目标如期实现。

会议要求，县创建办要认清形势，切
实增强创建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积极主
动加强与上级部门的对接，进一步摸清
创建和验收过程中的关键点，提升创建
效率，紧跟时间节点，做好迎检准备；要
协调联动，狠抓工作落实，进一步发挥统
筹协调作用，把握工作推进节奏，抓好进
度督促检查，确保创
建目标任务落实到
位。各部门要强化大
局意识，牢固树立“一

盘棋”思想，对照工作要求，密切配合，
提升工作效率，逐条抓好落实，以钉钉
子精神做好创建工作，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各项任务。同时，要紧盯目标任务不
放松，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
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打赢高等级
景区城创建攻坚战，成功创建全省首个
高等级景区城，着力把畲乡景宁打造成
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生态宜居旅游城
市、民族地区全域旅游的典范和标杆。

县委财经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召开

（紧接第一版）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建立健全
金融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
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坚决守住
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进一步巩固
“信用县”创建成效。县人行要在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工作中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的作用，
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坚持政银企联
动、县乡村协同，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攻坚战。

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县委财经委员会的
职能作用。县委财经委要紧扣职责定位，把坚
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贯穿到工作开
展的各方面各环节，发挥好党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的作用；县委财经委和县委财办要始终
把加强自身建设作为履职担当的重要保障，潜
心学习钻研经济、财政、金融等知识，着力提高
财经工作本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确
保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全力推进全省首个高等级景区城创建
奋力书写“两山”时代新篇章

市生态环境局景宁分局以“互联网
#

”
助推“最多跑一次”改革

本报讯（记者 潘柳清）“党校迁建
项目办到环境影响登记备案这一环节，
通过网上平台进行登录，按操作程序流
程，短短几分钟就完成了，真是方便。”
县委党校迁建项目相关负责人雷德荣
说。连日来，雷德荣忙着准备关于县委
党校迁建工程的环境影响备案资料，以
往这些备案资料需要到窗口现场办理，
现在只需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就可以
直接登记备案。

自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来，市
生态环境局景宁分局紧紧围绕“跑一次
是底线、一次不用跑是常态、跑多次是

例外”的目标，打出一系列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组合拳”，助力环保服务效能的
提升，全力打造办事服务“零次跑”。

截至目前，市生态环境局景宁分局
共梳理更新“最多跑一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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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项。同时，通过运用“互联网

#

”，实现登
记表备案“零上门”，所有编制登记表级
别的建设项目实行网上备案，办结时间
由原来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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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压缩为现在的
即填即办，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线上
“一次登录、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扇
门、最多跑一次”，用最高的效率、最少
的环节、最简的材料、最短的时间、最优

的服务，办好“一件事”。
下阶段，市生态环境局景宁分局将

严格按照指标要求，找准差距，奋勇争
先，使审批服务向“精细化、标准化、数
字化”转变，在把好项目准入关同时助
推项目早日落地，从群众最渴望解决、
最难办的事情上寻找突破，不断提升企
业和群众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的获
得感。

我县启动首批管道
天然气用户报装业务
本报讯（通讯员 陈伟光）近日，县天然气

公司工作人员到县府宿舍小区开展管道天然
气报装业务，小区住户踊跃报装。

实施天然气供应工程是
&"%'

年我县十件
民生实事之一。今年初，县天然气公司着手开
展天然气储备站和市政中压管道建设工作。截
至目前，共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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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元，建成液化天然气
过渡气源站和江滨路、人民北路、人民中路（北
段）、金山垟路等路段

'

公里中压天然气管道。
今年，县天然气公司抓住县府宿舍小区改

造提升的契机，对县府宿舍小区进行了天然气
管道预埋，并将于本月进行立管安装，力争在
年底前，实现县府宿舍小区与县民族医院等处
首批开通天然气供应。下阶段，随着天然气中
压管道的延伸，天然气管网的完善，县天然气
公司将逐步对具备条件的小区开通天然气供
应。

依据《浙江省天然气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
&"%(-&"&"

年）》和省发改委、浙江省能源集
团意见，在省网管输气未通达前，我县由浙能
集团因地制宜采取非管输天然气供应方式，以
加快推进全民共享。

天然气对比其他油气燃料具有安全、环
保、经济实惠、持续供应、使用方便等优点。推
广使用天然气，对于我县优化能源结构、推进
节能减排、降低居民企业用能支出、提升人民
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县人民检察院开展
检察服务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毛妙霞）“大爷您看，像这
些野生山羊、野生石斑鱼都是不能随意捕杀
的，您要是看到有非法捕杀、滥砍滥伐林木等
违法行为，可以向我们举报，举报热线是
%&*"'

。”近日，县人民检察院开展“检察在您身
边”普法宣传周活动。

活动中，检察干警们通过宣传展板、发放
宣传画册、走村入户等方式，广泛宣传检察机
关检察网格化、公益诉讼、扫黑除恶、生态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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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服务热线等职能工作，并对群
众提出和关心的法律问题给予耐心细致的解
答，引导市民知法、守法、用法，进一步了解检
察机关的职能和作用。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
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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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

余人，收
集群众反馈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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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条。
“有些人会在山上放电猫非法捕猎，对我

们这些经常要上山的人来说真是太危险了，以
前也不清楚可以向什么单位举报，像今天这样
面对面的宣传真是太有用了。”英川镇隆川村
村民李根香说。

近年来，县检察院不断拓宽宣传视角，多
渠道多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创新探索“检
察网格化”工作，向重点乡镇派驻司法雇员，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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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服务车”，进一步加强宣传实
效，切实增强群众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和个人合法权益的法治意识，扩大检察机关
的社会影响力。

小菜园 大民心

九龙乡打造公共菜园暖民心
本报讯（本 报 记者 杜城 波）近日，

记者在九龙乡王湾村看到，该村的几名
党员在公共菜园里栽种青菜、芹菜和大
蒜，一垄垄翠绿油亮的时令蔬菜，长势喜
人，成了村子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公共菜园的菜大部分都送给敬老
院的老人食用，园子虽不大，但种的蔬菜
可以给村民们一起分享，很有成就感。”
龙湾居委相关负责人乐呵呵地说。“以前
我从没有见过村干部往敬老院送蔬菜
的，现在隔三差五就能看到村干部给我

们食堂送菜，感到很暖心。”住在九龙敬
老院的李祥乾说。

记者看到，公共菜园里有青菜、小辣
椒、萝卜等各种蔬菜，上面还写有监管人
员的名字。“菜种好了，管理也不能落
下。”龙湾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监管人
员由村委干部组成，负责菜园的设计，指
导村民种菜和后期管理，让菜园始终保
持整洁有序，生机勃勃。

自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和“六
边三化三美”工作以来，九龙乡充分利

用拆违以及荒废的空地，在集镇建设公
共菜园，既节约了土地，丰富了群众的
“菜篮子”，也为集镇点亮更多绿意。同
时，该乡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围绕本乡留守孤寡老人较多的
实际，将收获的蔬菜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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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的
孤寡老人以及九龙敬老院食堂，为老年
人增添一份关怀和温暖。截至目前，九
龙乡共有公共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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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处，其中
*

处
为公益菜园。

我县部署高等级景区城创建迎检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琦斐）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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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下午，我县召开高等级景区城创建迎检
工作部署会。县领导王益、严伟华、沈秀
慧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目前我县高等级景区城
创建工作推进情况，部署下步迎检工作，
县建设局、县文广旅体局、县综合执法局
分别作表态发言。

会议指出，创建高等级景区城是县
委县政府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立足
我县发展实际，根据群众愿望和需求，做
出的一项带有长远性、战略性的重大决
策。也是我县践行“两山”理念的实际行
动和推动我县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引

擎，各部门要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查找
存在问题，补齐当前创建工作的突出短
板，确保创建目标如期实现。

会议要求，县创建办要认清形势，切
实增强创建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积极主
动加强与上级部门的对接，进一步摸清
创建和验收过程中的关键点，提升创建
效率，紧跟时间节点，做好迎检准备；要
协调联动，狠抓工作落实，进一步发挥统
筹协调作用，把握工作推进节奏，抓好进
度督促检查，确保创
建目标任务落实到
位。各部门要强化大
局意识，牢固树立“一

盘棋”思想，对照工作要求，密切配合，
提升工作效率，逐条抓好落实，以钉钉
子精神做好创建工作，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各项任务。同时，要紧盯目标任务不
放松，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
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打赢高等级
景区城创建攻坚战，成功创建全省首个
高等级景区城，着力把畲乡景宁打造成
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生态宜居旅游城
市、民族地区全域旅游的典范和标杆。

县委财经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召开

（紧接第一版）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建立健全
金融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
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坚决守住
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进一步巩固
“信用县”创建成效。县人行要在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工作中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的作用，
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坚持政银企联
动、县乡村协同，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攻坚战。

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县委财经委员会的
职能作用。县委财经委要紧扣职责定位，把坚
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贯穿到工作开
展的各方面各环节，发挥好党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的作用；县委财经委和县委财办要始终
把加强自身建设作为履职担当的重要保障，潜
心学习钻研经济、财政、金融等知识，着力提高
财经工作本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确
保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