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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列席人员发言集萃

共商发展大计 同绘宏伟蓝图

昨天，出席县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人大
代表和列席人员，就政府工作报告和县人大常
委会、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内
容进行了积极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和建议，现将他们的发言整理摘录如下：

关于产业转型升级方面

胡宝锋、金哲旺代表说，建议加强对招商项
目的盯引，确保项目落地见效。

列席会议的黄方雷同志说，要借力防洪堤
建设，截弯取直，拉开发展框架。要精心谋划县
城旅游配套建设。要同步推进本地作物品种改
良和优良品种引进工作，打造农产品区域品
牌。同时，建议人大代表对各部门落实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工作进行监督。

列席会议的李新聪同志说，建议通过培育
特色产业和举办特色活动，打造沙头休闲旅游
小镇，实现乡村振兴。

列席会议的来涛同志说，建议坚持“旅游兴
县”和“工业强县”两手抓，旅游发展要突出旅游
惠民，工业发展要突出科技导向，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

朱思思、肖崇理、章海鸥代表说，建议加快
制定农家乐、民宿行业规范标准，强化审批监
督，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胡德龙代表说，建议加大小微园建设力度，
帮助小微企业发展。

金晓代表说，建议加强对乌牛西岙的旅游
开发。

项光夫代表说，要推进纽扣、拉链等传统产
业的转型升级，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章海鸥代表说，建议人大加大监督力度，加
快我县旅游项目落地见效。

林建波代表说，巽宅、界坑片要依托杭温高
铁楠溪站建设和温州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建
设，加快推进乐永青高速前期，以及民宿集群等
农旅项目建设。同时，要加快风电产业的规划
论证和建设。

列席会议的胡宋孝同志说，建议进一步加
大楠溪江生态保护工作，规范民宿发展，做好楠
溪江全域旅游大文章。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金哲旺、陈环礼代表说，建议加强垃圾分类
和垃圾减量化处置工作力度，落实户集、村收、
镇运、县处理的机制，保护楠溪江环境。同时，
引进固废处理公司，建设统一的消纳点，合理处
理工业固废垃圾和建筑垃圾。

周福茂代表说，建议政府成立临时机构，加
快推进楠溪江保护管理条例出台的前期工作。

潘剑永代表说，建议县级层面尽快研究制
定垃圾有偿收费管理办法，全面改善垃圾乱倒
乱放现象。同时，加强楠溪江生态保护力度，保
护好一江清水。

列席会议的李新聪同志说，建议加强小城
镇环境整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治危拆违”

“除险安居”工作推进平安建设。
郑元明代表说，建议加强建筑垃圾管理，建

设建筑垃圾填埋场。
叶适雨、戴冬良、陈合、孙光耀、赵建仁代表

和列席会议的朱海峰同志说，要从重从严处理
毒鱼、炸鱼等破坏生态的违法案件，保持楠溪江
生物多样性。

孙光耀代表说，要加大对山区老百姓的生
态补偿力度。

吴臣光代表说，建议加大楠溪江小水电的
整治力度。同时，加快山区移动、联通等废旧线
路的清理，优化农村环境。

项光夫代表说，要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过程中，加强对城乡结合部的治理。

戴益良代表说，建议加强对马路边“僵尸车
辆”的管理。

关于民生事业改善方面

列席会议的王晓雄同志说，要关注农村留
守儿童等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重视学生性侵
霸凌现象，大力整治教师有偿带生。同时，要全
力降低老百姓诉讼成本。

章胜利、李立仁代表说，要加大山区农村饮
用水工程建设力度，加强水质监测，让老百姓喝
上放心水。

徐时忠代表说，建议政府进一步优化校网
布局，关心解决好弱势群体孩子的食宿问题。

列席会议的徐敏敏同志说，建议加强对社
保医疗卡使用的监督管理。

夏广枝代表说，建议加强青少年德育建设，
带动提升全社会精神文明水平。

李佰祥、邹安南、尤明亨、刘建丰、钱繁强、
李冬冬、麻云平、邹姗珊、易峰、周福茂、金晓、朱
礼斌、刘琼、胡程远代表和列席会议的金贤贵同
志说，建议加大对食品药品、环境保护、网络诈
骗、个人信息泄漏等案件的查处打击力度。

周振克代表说，建议政府在基层实现不动
产登记受理。

季建国代表说，要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卫生
院的投入，规范门诊收费。

徐浙忠、董显飞、由腾腾、朱建平、潘彦彬代
表和列席会议的陈然艳同志说，要严厉打击非
法网贷问题，高度重视青少年（校园）借贷现象。

肖崇理、金云坚、周国奇、胡晓莉代表说，建
议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加强对个人网络隐私的保护。

叶圣献、林显芝代表说，建议政府加大投
入，建立固定的法治教育团队，对青少年实行系
统的法治教育。

徐海云代表说，建议将城西小学的新老校
舍提供给城西小学使用，减轻城西小学入学压
力。

王哲闯代表说，建议政府对农村教育进行
改革，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陈晓俊代表说，建议做好农村“低小散”学
校的优化调整，保障农村孩子教育公平。同时，
规范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招生政策，营造公
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胡建友代表说，建议在上塘西片建设农贸
市场，解决中塘片区群众“买菜难”问题。同时，
在中塘建一所适合普通群众消费的公办幼儿
园。

谢雅婷代表说，建议政府进一步提升乡镇
基层医疗水平，加大人才培育、技术支撑和医疗
设备投入力度。同时，加强对基层医疗领域的
监督检查。

施正文、金丽丽代表和列席会议的潘献高
同志说，建议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和人大代表等
发挥示范作用，继续大力推进殡葬改革等移风
易俗工作。

金丽丽、马文隽代表说，要关注校园欺凌
现象，依法处置施暴者，营造良好的校园学习
环境。

叶适雨代表说，要加大公租房的供应力度

和药品回扣现象打击力度。
朱云燕代表说，要加强对校园周边环境的

管理，保障师生出入校园安全。
施正文代表说，加大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

管力度，预防再犯罪。
徐翔代表说，建议提高基层养老服务质

量，并更加关注煤气价格过高问题。
郑建国代表说，建议大力推进殡葬改革，

积极开展“青山白化”治理，加快生态化公墓
建设。

肖崇理代表说，建议机关单位停车场在非
上班时间、节假日对社会公众开放。

赵建仁、章胜利代表说，要尽快实现山区
村庄移动、电信信号的全覆盖。

董大华、董洪方代表说，建议政府要充分
考虑界坑、西岙学校优化调整后，学生的生活
问题。

林建波、肖良建代表说，建议让巽宅的几
个经济薄弱村参股巽宅加油站建设，联动推进
消薄工作。

麻云平、章胜利代表说，要加大山区生态
公墓建设补助力度，并在审批上予以方面。

汤淑惠代表说，建议关注青少年犯罪问题，
发展公益组织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的作用。

沙定锚、谢益朋、胡程远代表说，建议进
一步优化简化司法程序，加大法律便民政策的
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利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
意愿。

徐翔代表说，建议加强对保健品类产品市
场行为的管理监督。

林兴欢、周望欣、邹姗珊、黄金锡、朱建平、
李东峰、周丽娟、胡晓莉、朱捷、谷朋伍、潘丹丹、
王汉亮、尤明亨、蔡庆寿代表和列席会议的叶胜
忠、谢向荣、李敏、金勋和同志说，建议加强法律
知识的宣传普及，特别是加大对村居、社区、校
园和特殊人群的法制宣传。

关于城乡融合发展方面

列席会议的胡宋孝同志说，建议进一步完
善我县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

列席会议的李国算同志说，建议优化瓯北
城区公交网络。

刘琼代表说，建议科学合理设计交通信号
灯时间，优化我县公共交通体系。

戚永东、徐顺璞代表和列席会议的金世炊
同志说，建议加速生态公墓审批流程，加快坟墓
迁移，确保杭温高铁楠溪江站顺利开工。同时，
做好杭温高铁楠溪江站周边综合开发建设和城

市、交通规划的修编工作，为通车后的旅游、集
散、接待做好准备。

金晓代表说，建议加快建设乌仁大道。
林建秀代表说，建议重视农村交通秩序管

理、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并做好交通设施的养
护工作，保障通行安全。

胡克祥代表说，建议加强城市精细化管
理，大力推进“大拆大整”，加快打造“精致县
城”。同时，加大对供而未用土地的消化力度。

周陈代表说，建议把黄屿纳入县城开发框
架，在黄屿村建设幼儿园。同时，加强对上塘
商圈的规划建设。

林志坚代表说，建议对街头—溪心村公路
拓宽项目政策处理中的村民建房审批予以“一
事一议”。

陈丽笑、陈善凡代表说，要合理规范城市
建设，切实减少“拉链马路”。

金志满代表说，建议加强工地管理和安全
防范。

肖崇理代表说，建议加强县二医迁建对岩
头坡地小镇项目环境影响的论证工作，并做好
县二医迁建新址的交通论证。

肖良建、孙光耀、章胜利代表说，要尽快完成
永晋复线公路的验收和隧洞照明设施的建设。

列席会议的麻永锋同志说，建议加快巽宅
片消防站建设。

麻云平代表说，建议加快巽宅镇交通中转
站建设。

关于营商环境优化方面

林建波代表说，建议法院在信用城市建设
方面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动。

潘国光、刘万里代表说，建议政府提高法院、
检察院等执法系统工作人员待遇水平。同时，向
社会公开招聘法官助理，减轻基层法官压力。

胡晓朋、章海鸥、陈林荣、徐翔、陈立新代
表和列席会议的李新聪、金勋和同志说，建议
职能部门加强对基层信访工作的法律指导,坚
决打击非访、无理访行为。

列席会议的戴晓智同志说，建议邀请人
大、政府或社会人士旁听法院的公开审理案
件，并建设流动法庭、车载法庭。

陈环礼、徐翔、郑建国、林军军代表说，建议
法院通过新型媒体等方式，加大对失信人员曝
光力度。

朱小若代表说，建议推进落实涉及集体土
地产权房屋的案件执行工作。

陈珑代表说，建议深化助企服务工作，通过

政策倾斜，引进高端产业和专业人才。
胡宝锋、戴益良代表说，建立健全干部容错

免责机制，提高干部敢担当，善攻坚的责任意识。
池兴荣、吴荣贵代表和列席会议的徐学多、

吴孙程同志说，建议法院、检察院加强队伍建
设，提升执法业务水平。

潘教挥代表说，建议法院、检察院进一步提
高案件证据的准确性，加强工作对接，降低冤假
错案率。

李园园代表说，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群众
服务力度，特别是要提高基层窗口工作人员的
素质。

列席会议的朱千里同志说，建议法院加大
巡回法庭出庭的频次，在每个村设立缓刑听证
联系员。

列席会议的周俊雅同志说，建议积极谋划
设立乡镇简易法庭或检察室。

列席会议的李福华同志说，建议法院、检察
院搭建信息平台，建立“两法”衔接工作机制。

施正文、陈绍扬、潘剑永、刘建丰、沙定锚、
黄金锡、林兴欢、胡晓朋、傅道碎、陈立新、郑元
明代表和列席会议的叶胜忠、王高博、朱海峰、
汤志远、胡寿旺同志说，建议法院切实加大对老
赖的打击力度，全力提高案件的判决执行率。

潘剑永、刘关丰、单胜虎、吴策、施正文、詹
云志、金献敏、傅道碎、胡程远、滕建辉和列席会
议的徐学多同志说，建议加强乡镇人大代表联
络站建设，搭建人大代表学习平台，定期组织开
展人大代表的业务培训，提高代表的履职能力。

列席会议的谢向荣同志说，建议法院提高
案件的公开率。

沙定锚、吴策代表说，建议在人大代表中推
选人民陪审员。

罗志刚代表说，建议县人大加大“精官简
政”力度。

徐志勇代表说，建议法检系统围绕干部法
律意识提升、县中心工作、社会热点，加大正反
典型案例宣传力度。

潘剑永代表说，建议法院在处理行政案件
时，要加强与相关行政单位的对接，提升行政案
件办理效率。

金爱珍、詹云志代表说，建议完善人大监督
制度，建立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机制。

陈绍扬、金献敏、朱云燕、金丽丽代表和列
席会议的潘献高同志说，要创新普法方式，开展
多种形式、符合基层实际的普法宣传活动。

林志坚代表说，建议关注农村党支部家族
化、小团体化现象，在吸纳新党员时多听取群众
意见。

列席会议的潘献高同志说，建议加强对政
府招投标工程转包行为的打击力度。

施正文、朱建平代表说，建议法院简化立案
程序，推行高效、便捷立案，尤其要提高网上立
案的比例。

李修伍代表说，建议法院要加大陪审员队
伍建设，吸纳更多专业领域的人士进入陪审员
队伍。

列席会议的李敏同志说，建议进一步改善
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朱建平、李东峰、滕胜利代表说，建议进一
步完善人大代表联络站等机制，组织代表深入
一线督查工程项目推进情况。

林兴欢、蒋云敏、潘统龙代表和列席会议的
胡宋孝同志说，要加强法院、检察院的队伍建
设，做强做精公诉与法律监督工作。

李东峰代表说，建议检察院增加案件查办
透明度，让群众可以在网上查询案件侦办进度。

林兴欢代表说，建议研究制定减少和预防
犯罪的相关措施。

列席会议的陈明玉同志说，建议法院加大
对洗钱案件定罪力度，维护正常经济秩序。

陈立新代表说，建议县人大加强对监察委
员会工作和项目建设中要素保障的监督。同
时，积极推进政府部门间办事“最多跑一次”。

胡程远、黄通荣代表说，建议完善公职人员
意外交通肇事处罚机制。

潘长建代表说，要积极推进民商事案件速
裁工作。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程序终结案件恢
复执行力度。

列席会议的王晓雄同志说，要进一步加大
法治永嘉建设力度。同时，要切实提高代表委
员参政议政能力水平，特别是要发挥乡镇人大
代表作用，弥补基层治理短板。

叶圣献代表说，建议制定切实有效的制度，
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团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