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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精准扶贫 普惠金融普惠金融
推动我县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推动我县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
为低收入为低收入农户提供创就业机会农户提供创就业机会

对象：对象：低收低收入农户，以及能带动入农户，以及能带动
低收入农户就业发展的企业低收入农户就业发展的企业

利率：利率：月息低至月息低至3.6253.625‰‰
期限期限：：11年期年期

详询各营业网点或66996900

1月21日 8：30 县人大代表团活动
1月21日 13：30 县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

两会早知道

民生记者跑两会

热点面对面

本报讯 经过全体委员和
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政协第十
届永嘉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圆
满完成各项议程，昨天下午在县
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大会执行主席陈建良、金
盾、钱金波、黄天集、汪金琰、郑
碧碧、施宏光、徐朝新、戚文驹、
章剑海、释智觉、谢永青、谢向
东、谢周鹏、缪士毅、戴秀成在主
席台前排就座。县领导姜景峰、
林万乐、谢崇福、何莉平应邀出
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大会执行主席郑碧碧主持会议。

会议应到委员306人，实到
290人，符合《政协章程》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
届永嘉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
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届永嘉
县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十届
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县政协
常委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在中共永嘉县委的坚强领
导下，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
主题，扎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坚决维护
核心，紧紧围绕中心，倾力服务大

局，真情服务群众，各项工作有特
色、有亮点、有成效，为促进永嘉各
项事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

了积极贡献。
会议强调，2018年是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新征程
的重要一年。县政协常委会要

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贯
彻落实中央和县委各项决策部
署，以“拉高标杆、争先进位”的
要求、“铁军”的素质和“一线”的
作风履职尽责，努力做到政治协
商有密度，民主监督有力度，参
政议政有高度，调查研究有深
度，联谊交流有广度，队伍建设
有强度，为加快构筑我县“一带
两城五组团”发展布局、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更大的
智慧和力量。

会议号召，县政协各参加单
位和全体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永嘉县
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用心谋事、踏实干事、
尽力成事，努力在聚焦发展、助
推落实中唱响政协声音、彰显政
协作用，为建设县强民富、城乡
协调、文明民主、和谐美丽的高
水平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胜利闭幕。

记者 汪雪琼汪学斌 陈胜豪

县政协十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姜景峰林万乐谢崇福何莉平等应邀出席 通过县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决议等

姜景峰昨参加人大第八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抢抓高铁设站机遇 拓展空间提升产业

本报讯 昨天下午，县委
副书记、县长林万乐参加县人
大第一、第三代表团审议《政
府工作报告》等报告，希望来
自一线基层代表广泛发动群
众、团结群众，坚持用大项目
推动大发展、用好项目引领新
转型，共同为上塘、三江、乌
牛大发展大建设掀起新一轮攻

坚热潮。
在第一代表团，林万乐指

出，上塘作为县城，去年以
来，联动推进旧城改造和新区
拓展，县城建设打开了新局
面，要倍加珍惜这种难得的发
展势头，持续发力、连片开
发，围绕做好“拆”和“建”
文章，推进旧城旧村改造。重

点区域要加快推进中梁壹号
院、体育“两馆”、县人民医院
迁建工程等一批项目建设投
用，谋划推进上塘客运中心、
幼儿园、公园等重点民生项
目，加速县城空间优化、功能
重构、形象再造、品质提升。

在第三代表团，林万乐要
求，三江作为我县开发建设发

展主战场、瓯江沿线“两线三
片”跨江发展主平台，要狠抓
城市项目建设，以温州城区的
标准加快旧城旧村改造，要狠
抓产业项目建设，积极培育城
市经济，做到产城相融、产城
互促。乌牛作为跨区域发展主
战场、工业经济转型大平台，
要抓好岭下工业园区建设，切

实加大政策处理力度，做好岭
下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前期工作，为全县工业集聚发
展、转型发展做好重要支撑，
要狠抓民生项目建设，加快加
大教育、医疗、市政道路等项
目推进力度，共同努力为三
江、乌牛大发展大建设作贡献。

记者 邵建新

林万乐昨参加人大第一、第三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大项目推动大发展 好项目引领新转型

本报讯 昨天下午，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谢崇福参加第二代表
团审议，与人大代表们一起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等报告，听取代
表意见建议。

在代表团审议现场，人大代

表们围绕县人大常委会和“一府
两院”等工作报告进行审议。与
会代表提出，近年来，我县旅游
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对楠溪江
保护也日渐完善，这不仅保护了
楠溪江纯天然的自然景观，也受

到楠溪江沿岸村民的点赞，在未
来旅游产业发展中应进一步完
善法律法规，根据地方特色推出
相应的保护性政策。此外，还有
一些代表建议出台一项垃圾有
偿收费管理办法，从源头遏制垃

圾乱堆放破坏环境现象。
听取代表的意见建议后，谢

崇福表示，对楠溪江保护一直在
路上，关于怎样更好地开展环境
保护，通过哪种更有效的措施遏
制污染环境行为，需要各位代表

献言献策，集思广益。同时，可
以通过到其他地方风景名胜区
学习、交流生态保护措施和理
念，提升环保意识，开拓环保视
野，接下来将组织代表开展各类
学习、交流活动。 记者金展鹏

谢崇福昨参加人大第二代表团审议时寄语

楠溪江的保护与发展需要集思广益

本报讯 昨天下午，县政协
十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
会议，增补选举政协第十届永
嘉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大会执行主席陈建良、金
盾、钱金波、黄天集、汪金

琰、郑碧碧、施宏光、林庆
业、季建波、周索奇、郑力、
郑阳、郑文杰、郑利雨、胡
强、徐俊、徐桦在主席台前排
就座。大会由执行主席陈建良
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委员306名，
实到委员290名，符合《政协章
程》规定。大会根据《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永嘉县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办法》，
增补选举了政协第十届永嘉县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大会选举正式开始，全体

到会委员开始行使自己的权
利，依序走到票箱前，投下庄
严的一票。经过最后计票，汤
志远、陈必、陈群锋、金晓

波、徐朝新、戚文驹、释智
觉、谢永青、谢周鹏（按姓氏
笔画排序）等人当选为政协第
十届永嘉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

记者 汪雪琼 陈胜豪

县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增补选举政协第十届永嘉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本报讯 昨天下午，县委书
记姜景峰来到县人大第八代表
团，与人大代表们共同审议县人
大常委会、“一府两院”等报告。
县委常委、副县长吴小英，县人
民法院院长胡丕敢参加审议会。

审议中，人大代表们紧扣报
告、联系实际踊跃发言，围绕加
强和改进政府工作、民生改善、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积极建言

献策。姜景峰认真听取发言，不
时插话交流。他说，杭温高铁把
永嘉直接融入全省“1小时交通
圈”，进一步拓展楠溪江旅游的
客源地，让永嘉成为浙东南主要
的旅游集散中心。枫林要以“虎
口夺食”的姿态抢抓杭温高铁设
站枫林的历史性机遇，同时把握
好与岩头共同打造文旅服务型
组团的机遇，进一步放大区位优

势、文化优势，让枫林在山区乡
镇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城镇建
设要有大格局，高起点规划，综
合考虑杭温高铁带来的客流量、
资金、产业等资源要素，大手笔
建设，努力拓展新一轮的发展承
载空间；常态化管理，以环境改
善促进老百姓意识提升，从根本
上解决城镇环境管理难的问题。

姜景峰强调，产业发展要有

大提升，锁定打造旅游集散中心
的目标，提前谋划沿线旅游产业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客源互通
的“联动效应”；打好文化牌，全
力打造一批辐射性强、贡献度高
的文旅融合项目；打好农业牌，
进一步打响特色品牌，加快谋划
一批田园综合体项目；打好接待
牌，提升旅游接待的整体功能。
要用好枫林人资源，发动好、引

导好能人，鼓励他们多站在枫林
发展的角度去想问题、干事情；
乡镇干部要有一流执行力，发挥
像“疯子”一样干事、像“傻子”一
样奉献、像“书呆子”一样执着的

“三子精神”，为枫林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各界人士要有主人翁
意识，真正搭建党委政府和当地
老百姓之间的“桥梁纽带”。

记者 汪雪琼

本报讯 昨天上午，县十六届
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听取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法院
和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大会执行主席姜景峰、林万乐、
谢崇福、陈建良、何莉平、项光夫、林
兴欢、林建波、胡宝锋、潘统龙、胡明
凯、季健中、傅朝宗、陈芝双、李炳建、
王林海、潘长建、潘剑永、周望欣、戚
永东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
团全体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大会由
执行主席胡宝锋主持。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 302名，实
到287名，符合大会法定程序。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谢崇福向
大会作《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报告首先回顾了 2017年工作，报告
指出，过去的一年，在县委的坚强领
导下，新一届人大常委会围绕县委

“一带两城五组团”发展布局，坚持
依法履职、为民履职，敢于监督，善
于建言，共召开常委会会议9次，听
取和审议工作报告26个，作出决定
决议12项，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一是政治引领，服
务大局，全力助推永嘉改革发展；二
是把握导向，突出重点，着力聚焦城
乡环境改善；三是不忘初心，以民为
本，竭力保障人民群众福祉；四是尊
崇宪法，以法为纲，奋力推进法治永

嘉建设；五是强化指导，优化服务，努力激发代表履职活力；六是与
时俱进，固本强基，致力提升人大工作水平。

报告指出，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
革开放40周年。今年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按照中央和省市县委决策部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关注
民生，奋力前行，忠实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为推进“一带
两城五组团”发展布局提供有力保障。一是坚持维护核心，在服务
全县发展大局上有新作为；二是坚持凝心聚力，在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上有新成果；三是坚持顺应民心，在助力民生福祉改善上有新突
破；四是坚持恪守公心，在加快法治永嘉进程上有新进展；五是坚持
上下同心，在加强人大自身建设上有新成效。

县人民法院院长胡丕敢作《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7年，县人
民法院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主线，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办案质量、效率、效果综合考核排名位居全市基层法院首位，并荣获

“全国文明单位”称号。2018年，县人民法院的总体工作思路是：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法院工作要求，以建设“新时代一流
法院”为目标，以实现“一流的质效、一流的保障、一流的改革、一流
的服务、一流的队伍”为指引，全面加强审判执行、服务保障、改革创
新、队伍建设各项工作，为平安永嘉、法治永嘉建设，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通荣作《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7
年，县人民检察院紧紧围绕中心大局，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大力
推进各项改革，检察业务和检察队伍平稳健康发展。2018年，县人
民检察院将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忠诚型、服务型、创新型、公
信型、智慧型、文化型“六型检察”为抓手，牢记使命担当、强化法律
监督、打造高水平检察队伍，不断推进各项检察工作新发展。

记者 汪雪琼汪学斌 陈胜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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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垃圾围城”，
打响垃圾分类攻坚战

生态立县，
纵深推进城乡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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