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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发展我担当黄岩发展我担当

本报讯（记者 杨丽娜 通讯员
蔡宁峰）“江口要实现裂变发展，党
员干部必须强化担当意识、先行意
识，要转变思想，以新面貌推动工
作！”区委召开“黄岩发展我担当”动
员大会之后，江口街道积极探索建立
担当机制，从树立信念到制度建设，
引导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争做“黄岩发展我担当”的先行军。

作为市区融合的重要区块，该街
道进一步优化工作片组和职责分工，
各线各办梳理建立了“五水共治”工
作交办流程、消防工作处置流程、环
境卫生长效管理流程等一系列工作

流程，确保每个环节都有相关责任
人。同时落实容错免责机制，为主动
作为、勇于担当、先行先试的干部撑
腰鼓劲、消除顾虑；健全激励保障体
系，对担当作为、实绩突出的集体和
个人进行嘉奖鼓励，促进党员干部进
一步敢作敢为，激励干事的积极性。

流经草坦路村的双龙河是乡镇
级河道，由街道保洁员负责河面保
洁，村里负责河道沿岸保洁。不久前，
草坦路村党支部书记吴礼具在巡河
时发现河面有漂浮物，在得知打捞船
正在别处作业无法即刻赶来后，吴礼
具向村民借来自制的橡皮艇，脱掉鞋

子就下了河，没有浆就用手划，并用
自制的打捞网清理河面漂浮物；上辇
村村委会主任林官明每天带上各种
治水工具，天一亮就去巡河；洋头村
村委会委员朱学智与徐宝林不顾脏
臭，坚持把河岸清理干净……实字当
头，干字为先，成为该街道党员干部
的工作信条。

针对重点工程多、破难攻坚任务
重的现状，该街道还专题研究建立了
攻坚机制，由街道班子成员对东官河
综合整治工程、小环境整治、城村双
改、党建等二十多个项目分别领衔破
难，挂图作战，倒逼进度。同时实行一

周一议制度，集中讨论分析每个项目
的难点，共同商讨解决方案，根据工作
实际进度和难度，集中时间破难攻坚，
集中力量打破节点难点，一点点把“硬
骨头”啃下来。面对工作中存在的慵
懒、不作为、推卸责任甚至阻挠工作等
行为，该街道成立督考办，对机关效
能、农村作风、基层党建、重点工程等
工作进行专项督察，并定期组织回头
看、约谈落实工作不力的党员干部。截
至目前，洋头安置区块顺利完成丈量
和清表；204工程签约突破，工程便道
顺利开通；芦村区块签约完成了95%
以上，比年初计划提前了5个月。

江口：落实先行担当机制 激励干部奋发有为

破难攻坚黄岩狮 裂变发展新跨越

聚焦城镇整治 共建美丽黄岩

本报讯（通讯员 季中奎）清淤
泥引活水、推行垃圾分类、落实长效
管理机制……连日来，高桥街道齐发
小城镇综合整治“大招”，全力提升镇
域生活环境，努力让家家户户共建共
享水清岸绿的宜居环境。

辖区内的八份塘，几个月前还是
恶臭扑鼻、蚊蝇滋生的臭水塘，由于
是一塘死水，即便多次清理仍是治标

不治本。高桥街道结合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把八份塘纳入重点整治项
目，在塘底清淤、垃圾清运的基础上，
铺设管道贯通水系，将河水引入水
塘，终于使八份塘彻底告别黑臭。为
了给周边村民提供纳凉好去处，街道
还以池塘为圆心建起了小公园，每天
天一黑，村民们都习惯到这里休闲散
步。

在大埭村，家家户户的两个标
配垃圾桶格外吸引眼球。“黑色的我
们放可回收垃圾，绿色的装易腐垃
圾。实施垃圾分类后，我们最直观的
感受就是村里的环境变好了，原来
常在垃圾桶边觅食的狗、猫也不见
了踪影。”该村村民陈先生表示，饮
料瓶、塑料橡胶等废品会有保洁员
定时清理，瓜皮果壳等垃圾则被用

来填埋肥田。
坚持“一手抓整治、一手抓巩

固”，高桥街道辖区各村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加大工作力度，强化长效管
理，时刻紧绷环境整治这根弦不放
松，及时开展乱占乱建、乱围乱堵、乱
倒乱排等排查整治，实行销号制度，
做到一天一统计，一周一通报，确保
整治工作落实到位。

高桥：放综合整治“大招”提镇域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缪安娜 通讯员
张月微） 6月 15日下午 5时，随着最
后一户村民签下了名字、按下了手
印，岙岸村整村改造项目涉及村民全
部完成签约！从启动到全部签约完
毕，时间定格在 66天，比原计划提前
了一个半月。

该项目是今年全区破难攻坚项
目之一，涉及征收户共 760户，总人
口 2053 人，需征地 1100 亩。项目之
大，情况之复杂，征迁难度可想而知。

“‘黄岩发展我担当’大会召开时，岙
岸正处在签约攻坚期，这个项目能不
能顺利签完，便是体现我们作为和担
当的试验场。”西城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连森说。

为了实现新政策推行“开门红”，
西城街道与区城建集团组成的工作
组坚持把责任扛在肩上、工作抓在手
里。6月 13日晚，岙岸村办公楼依然
灯火通明，工作人员解答完几位被征
收户的问题后，紧接着准备主动上门
到几处被征收户家里，再一次沟通。

“我们对所有被征收户都是一把
尺子量到底，把握原则，公平公正。”
西城街道办事处主任助理、岙岸村整

村改造工作组组长朱双竹告诉记者，
“岙岸村是第一个实行新政策的村，
该村签约工作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新
政策能否让老百姓接受和今后工作
开展难度。”

记者了解到，与之不远的罗家汇
村是实行老征迁政策的最后一个行
政村，岙岸村村民一直要求推行老政
策的愿望比较强烈，对新政策有诸多
不解。在签约工作最初推行三天后，
曾被迫停滞。

面对阻力，工作组毫不畏难积
极破解。村“两委”党员干部除带头
签约外，还全部沉到一线实行区块
包干，专人落实到户，用“以点带面”
的方式，挨家挨户宣传新政策，讲明
新政策的优势，为村民算清“经济
账”。政策讲透了，干部带头了，百姓
心结就解开了一些，签约工作也顺
畅一些。跨过开头的坎，签约进度
就仿佛“滚雪球”般越来越快，工作
组借此机会乘胜追击、挑灯夜战，66
天来工作组所有人都是从早忙到
晚，敬业的态度也慢慢感动了村民，
也进一步为推进全村签约打下了良
好基础。

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半月

岙岸村整村改造项目66天签约完毕

作为台州市区的美丽“大花园”，
生态资源是黄岩西部发展的绿色财
富。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坚持保护
与开发并重，以大旅游和现代农业为
抓手，全力补齐西部发展短板。

大旅游激发生态资源活力

旅游资源是可再生资源，加快旅
游业发展也是对“两山”理念最直接、
最生动的实践。区十三届一次党代会
以来，我区积极探索旅游产业改革创
新，不断加快旅游产业裂变跨越发展
步伐。今年一季度，我区实现接待国
内游客160万人次，同比增长29.4%；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7.2亿元，同比增
长 32.7%，增长率居台州市第一。今
年3月，还荣获了2017浙江旅游总评
榜之年度旅游发展十佳县（市、区），
为全市唯一。

依山而建、沿水而居的屿头乡沙
滩村，村内流水潺潺，古树参天，太尉
殿、柔川书院遗址彰显着老街深厚的
文化底蕴。沙滩老街上，老乡公所、

“三径书吧”等新老建筑相得益彰。走
进老街上的阿玲馒头店，店主黄菊玲
和几个村民正忙着做馒头，不少游客
慕名而来，在店门口有序地排起了队
伍。

谈及近些年的变化，黄菊玲深有
感触：“以前一年忙下来收入也就六

七万元左右，现在一年做得
好能有 30多万元收入，特别
是景区名声打响之后，生意
一年比一年红火。”

在不远的老乡公所内，
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屿
头校区的附属民宿项目正在
紧张改建中，计划在9月份投
入运营。“这不光是为解决乡
村振兴学院学员住宿，还能
让柔川景区更留得住人。”沙
滩村党支部书记黄官森告诉
记者，“自从柔川景区被评为
4A景区后，游客越来越多。”

看完了屿头，我们再把
目光投向宁溪。今年“二月
二”灯彩节期间，宁溪镇日均
游客流量达 1.4万人次，“二
月二”当天更是超过 8 万人
次。据不完全统计，2 月至 4
月间，来宁溪观光的游客总
数突破130万人次，带动当地农副产
品、服务业收入超5000万元。宁溪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宁溪还将继
续推进亮化工程，不断调整和提升现
有展示灯彩的表现内容和形式。以后
来西部旅游的游客可以白天看周边
乡镇美丽风景，晚上来宁溪看璀璨夜
景。”

“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节庆
活动，已经成了西部发展大旅游的重

要形式之一。也只有立足本土实际，
挖掘本地特色，才能促进西部旅游产
业不断发展壮大，补齐西部发展短
板，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裂变赶超
发展。”区风景旅游管理局副局长黄
河说。

柔川景区、大寺基景区等一批
4A、3A级景区成功创建，上郑星光公
园二期工程、平田桐树坑台属特委旧
址红色旅游核心区等本地特色旅游

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如今的西部
地区借助着“大旅游”发展上升势头，
焕发出无限生机和活力。

现代农业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旅游业和现代农业好比西部发
展“两条腿”，一起发力向前进，西部
地区向着全面小康目标进军的步子
也就更快、更踏实。

（下转B版）

——“补短板看变化”系列报道之西部发展篇

生态资源焕活力 现代农业放异彩

■本报记者 喻杨博 李小亿

本报讯（记者 叶晨曦）昨日上
午，在省级文保单位五洞桥修缮加固工
程现场，施工人员意外发现一只保存完
好的瓷盒，内装有多枚铜钱。经区文物
部门工作人员鉴定，瓷盒为清朝年间青
花云龙纹圆纽瓷盒，内装有两套“五帝
钱”，系五洞桥“镇桥之宝”。

当天上午 7时半，在五洞桥维修
加固现场，修桥石匠正准备为第三桥
洞上方破损桥面更换石板时，发现与
桥洞下的修桥碑文相对称的位置，露
出一个青色瓷盒，打开一看，内有十
枚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
的铜钱。区文广新局工作人员得知
后，马上赶到现场将该文物运送至区
博物馆妥善保存。

“自古以来，人们认为古钱具有
风水功能，尤其是建立了丰功伟业的
帝王在位期间所铸造的古钱，具有避
灾、保佑、祈福等功能。”区博物馆馆
长罗永华告诉记者，五帝钱有大五帝
钱与小五帝钱之分，现在说的五帝钱
一般指小五帝钱，即顺治通宝、康熙
通宝、雍正通宝、乾隆通宝和嘉庆通

宝。过去人们在筑房、建桥时，常将五
帝钱埋于附近。在桥中放五帝钱也是
一样的道理，祈其镇桥辟邪、保佑风
调雨顺之意。

经区博物馆专家鉴定，存放五帝
钱的瓷盒为青花云龙纹圆纽瓷盒，通
高 7厘米、直径 10.6厘米、内径 6.2厘
米，初步判定为清代瓷盒。“瓷盒放在
角落里保存完整，上饰五爪龙清晰可
见。”区博物馆副馆长林杰告诉记者，
在古代龙是帝王象征，这只瓷盒究竟
是皇家器物还是民窑烧制，还有待进
一步考证。

五洞桥始建于北宋元祐六年
（1091年），因知县张孝友垒石为桥，
人称孝友桥。后桥体受激流冲击，不
到百年倾塌，南宋庆元二年（1196
年），家住附近的赵伯澐主持重建成
五折石拱桥，取名五洞桥。另有资料
记载，五洞桥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
年）修过一次。此次发现的瓷盒及瓷
盒内五帝钱，均是清朝嘉庆年之后放
进去的，或为修桥人放置，表达了美
好的祈愿。

五洞桥修缮加固时
发现“镇桥之宝”

（图片由区博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