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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发展突破年行动

深入贯彻十九大 全面推进“一二五”

■乡村振兴百村行

今日导读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在
中国旅游协会主办的“2018北
京国际民宿产业合作发展论坛
暨第二届京津冀民宿产业发展
论坛”上，中国旅游协会正式
授予永嘉“全国民宿产业发展示

范区”称号。
近年来，我县坚持把发展民

宿产业作为发展美丽经济的新
探索、发展全域旅游的新业态、
实现村强民富的新途径，进一步
加大推进力度，不断打造旅游业

发展新亮点，并于去年编制完成
全域旅游发展概念性规划方案，
出台《民宿管理暂行办法》，制定
《关于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若干
意见（送审稿）》等规范性文件，
切实加强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业的行业管理，引导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业健康有序发展。
目前，全县共有 200 多家民宿，
3000多张床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
烟”。墟里壹号置身于茗岙梯
田，进可入林、退可观心。推窗
即是竹林潇潇、云海漫卷。蛙
鸣、柴烟、苔痕、落英，理想乡村
生活的场景，在此一一有迹可
循。在“2017中国民宿榜&行业
趋势发布盛典”上，永嘉“墟里”
被评为全国“最美”民宿五强，

“悦庭楠舍”入选全国前 50位。
如今，锦里云舍、芗邨邻里、楠溪

若舍等一大批中高端民宿迅速
崛起，有效推动了楠溪江“文创+
旅游”发展。

为大力培育品牌民宿，提升
民宿发展水平，我县每年开展民
宿等级评定，温州市楠溪江风景
旅游管委会依据浙江省地方标
准《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对民
宿的基本要求、环境设施、管理
服务等软硬件进行评价，每年评
定白金级、金宿级、银宿级民宿
分别不超过3、5、10家，同时对发
展民宿业给予政策与资金扶持，
对新评白金级、金宿级、银宿级
民宿分别一次性给予20万元、10
万元、5万元奖励等。

据了解，下一步我县将加快
建设林坑、丽水街、雁楠线等特
色民宿群，努力创建国内一流
民宿文化集聚区，重点加大与
国内外知名民宿品牌合作项目

的建设力度，全力打造“百里
楠溪特色民宿带”，到2020年，
全县新增和提升特色民宿 70家
（其中涉外民宿 20家），落地高
端民宿品牌10个，全县民宿总量
达到500家。

记者范海国 陈胜豪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县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
室获悉，为严惩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我县发布《关于征集涉黑
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决
定在全县范围内深入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向社会各界和
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征集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线索。

根据《通告》要求，重点打击
以下对象：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
制度安全、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
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尤其是谋
取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国
家机关职务，拉拢、腐蚀、操控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一方话语
权的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
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
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
力；破坏营商环境，欺行霸市、强
买强卖、敲诈勒索、聚众滋事，侵
害企业合法利益的黑恶势力；利
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
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地霸”

“村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在征
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
医疗纠纷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
黑恶势力；在建筑工程、交通运
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
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违法
用地、违法采矿的黑恶势力；在
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码头、
旅游景区、医院学校等场所欺行
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
霸”“行霸”等黑恶势力；操纵、经

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
黑恶势力；非法高利放贷、暴力
讨债的黑恶势力，尤其是打着投
资公司、咨询公司、金融借贷平
台、典当行业等名义，以及“无抵
押贷”“校园贷”“车贷”“房贷”

“裸贷”等“套路贷”，专门从事高
利放贷，采取虚假诉讼、跟踪滋
扰、言语威胁、变相拘禁、殴打伤
害等手段逼讨债务的黑恶势力；
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
队”的黑恶势力；境外黑社会入
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
恶势力，尤其是实施组织跨境赌
博、绑架、洗钱、敲诈勒索、组织
偷渡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跨国跨
境的黑恶势力，以及其他影响社
会稳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涉
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针对上述对象，社会各界
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可以反映举
报，可拨打县公安局扫黑除恶
举 报 专 线 电 话 ： 0577 －
66966262 或发送举报邮箱：
yjdhdd@163.com；也可通过信
函或直接到县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地址：
县公安局扫黑办（4021 办公
室）。为鼓励社会各界主动检举
违法犯罪线索，对举报线索查
证属实的单位及个人，将根据
有关规定给予奖励（每案奖金
为 1000－30000 元）并实行严
格的保密和保护措施。对包
庇、纵容违法犯罪分子或恶意
举报、诬告陷害他人的，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记者 范海国

楠溪江奔流三百里后融入
瓯江，冲积出一块半岛平原——
三江，随着瓯越大桥、瓯北大桥、
立体城、世贸中心、温乡城等重
点工程的稳步推进，一个万人瞩
目的区域，一个历史与现代、农
村 与 城 市 相 交 相 融 的 城 市
RBD，一座沿江现代服务业集聚
核心区，在瓯江北岸拔地而起，
以腾飞的姿势迎接新一轮挑战。

基础设施建设快马加鞭

交通作为基础性、先导性行
业，是发展的基础支撑，三江把
瓯江北岸沿江开发作为今后一
个时期交通发展的中心工作和
重中之重来抓。记者在立体城
周边“三路”EPC项目现场看到，
市政管网铺设、水稳层浇筑已完

成，6月份将完成瓯越大桥连接
线西侧道路施工，届时上下瓯越
大桥将更顺畅；世贸中心一期东
区几幢建筑已完成结顶，西区正
按照工期有条不紊推进，未来将
成为集商业、办公、住宅、公寓于
一体的高端城市综合体。

除立体城周边“三路”EPC
项目外，今年重点谋划的楠瓯大
道已完成征地，计划 10 月份开
工，三江大道预计 10月份开工；
教育是群众最为关心的民生问
题，占地 110亩的三江中小学迁
建工程进入前期准备阶段，土地
指标下达后即可开工建设，总投
资9亿元的县职教中心项目已在
做PPP融资相关工作，计划年内
完成 PPP社会资本采购和项目
入库；梅园村旧村改造民房已拆

除完毕争取近期挂牌。
作为瓯江北岸沿线开发建

设主战场，今年三江商务区致力
于三江新城基础配套提升工程
建设，着重推进“路、堤、景、给排
水”等基础设施提升，以三江安
置房为基础，以道路网建设为
脉络，拉开城市框架，同步启
动立体城周边“三路”EPC项
目、三江标准堤工程、瓯江北
岸道路及景观提升改造工程、
三江至乌牛污水干管及给水干
管工程等 5个总投资 50亿元的
重点项目为功能配套，按照“城
市双修”理念，打造一个新型城
市平台，旨在成为瓯江北岸“大
建大美”的标杆项目。

明确节点实行挂图作战

据了解，2018年瓯江北岸沿
线开发建设项目有12个，涉及三
江的有10个，加上“大建大美”建
设项目 3个，总共需要完成拆迁
300来户，征地800多亩。

三江商务区（街道）党（工）
委书记潘健表示，为确保今年底
初步展现“小外滩”形象，对这些
项目任务进行分解细化，明确每
个项目的时间节点、工作进度和
主体责任，实行挂图作战，拔钉
清障。

目前，5个项目已开工 3个，
其中三江安置房项目由 12#、
13#、14#三个地块组成，12#地
块已完工，本月出台房屋分配方
案，13#主体平均建至 3层，14#
已经进场施工；三江标准堤工程
已完成施工图设计；瓯江北岸道
路及景观提升改造工程已开工
建设；三江至乌牛污水干管及给
水干管工程已完成设计图和施
工图并送图审。

迎来第二次发展机遇期

登上狮子山观景台，放眼望
去，瓯江南岸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
而起，北岸三江立体城、世贸中心、
三江安置房等一批重点项目尽收

眼底，交通四通八达缩短了永嘉与
温州的距离，加快了三江与温州主
城核心区一体化进程。

自去年市委提出“两线三
片”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瓯江两
岸协同发展，着力打造温州元素
浓郁的城市发展主轴以来，我县
进一步推进瓯江沿线开发建设，
打造“两岸相融”的瓯江景观，提
升滨水活力和土地价值。

“这是城市和农村的交汇
点，也是‘两线’瓯江沿线及‘一
带’的核心所在，以温州绿脉，北
岸画卷为设计主题，展现水域共
生的滨江发展，特殊凸显的永嘉
山水。”潘健告诉记者，随着瓯江
两岸“九桥相连”格局全面形成，
县委县政府适时出台“一带两城
五组团”发展布局，三江正迎来
弥足珍贵的第二次建设发展机
遇期，正式拉开第二轮大建设，
开创瓯江时代新辉煌、打造沿江
现代服务业集聚核心区的黄金
机遇期。 记者 厉定武 陈胜豪

打造“两岸相融”的瓯江景观

安置房建设安置房建设“三路”“三路”EPCEPC项目项目

2018北京国际民宿产业合作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京津冀民宿产业发展论坛举行

永嘉：全国民宿产业发展示范区

重拳打击黑恶势力
我县发出通告向全社会征集涉黑涉恶违法
犯罪线索

楠溪若舍楠溪若舍

本报讯 昨天上午，县委副书
记、县长林万乐主持召开全县一季
度经济形势分析会，要求全县上下
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
增强忧患意识、强化问题导向，着
力破解发展难题，全力冲刺“半年
红”“全年红”目标，全面推动“一带
两城五组团”发展布局取得实质性
进展。谢崇福、陈建良等县四套班
子领导参加会议。

会上，县统计局、县发改局、
县经信局、县财政局、人行永嘉
支行负责人分别汇报了一季度
全县经济运行、财税收入和重点
经济指标情况；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谢崇福、县政协主席陈建良及
县政府各分管领导结合各自职

责分工，简要总结一季度工作情
况，认真分析当前工作存在短
板，提出下步工作目标和具体措
施。今年以来，我县整体经济运
行平稳，一季度GDP增速 9.0%，
延续了近几年的好势头，连续10
个季度高于全省和全市，规上工
业总产值增长 18.3%，连续 12个
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财政总收入
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双回
升”，尤其是第三产业税收得到
大幅增长。金融生态持续优化，
从去年底的 1.41%下降至今年
1－4月份的新低 1.14%，不良贷
款余额和不良率持续“双下降”。

林万乐在总结评价一季度
经济运行情况时说，今年以来，

各地各部门与县委县政府一起，
按照抢早抓早、全程发力的思
路，统筹打好扶工兴贸、助企服
务、乡村振兴、全域旅游、拆整建
美等“组合拳”，全县经济运行稳
中向好，继续保持良好态势，但
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当前经济
运行好中有忧，问题与短板不容
忽视。下一步，各地各部门要紧
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在经济
运行上做到速度与质量并重，在
产业提升上做到存量与增量同
抓，在持续发展上做到投入与产
出协调，在财政运行上做到开源
与节流兼顾，在工作导向上做到
发展与惠民双赢，在推进落实上
做到实干与巧干结合。

林万乐强调，要实现赶超发
展和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更加注
重提升发展的质量效益，还必须
追求增长的较快速度，推动经济
增速与质量效益的协调统一，实
现后发崛起、绿色崛起。要坚持
存量与增量同抓互促，让旧动能
焕发生机活力，在优化存量上做
好“改造提升”“整治淘汰”两篇文
章，在扩大增量上大力拓展发展
空间，培育新经济、新动能。在扩
大投入方面要强化项目谋划招
引，强化项目推进力度，强化科技
创新投入，紧盯目标抓好落实，确
保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以
上。在提高产出方面要强化“亩
均论英雄”导向，放大溢出效应，

更加注重投资的产出效益。要高
度重视项目投用问题，包括“村村
通”项目、污水管网建设，打通项
目落地见效“最后一公里、最后一
纳米”。要做好“开源”“节流”两
篇文章，开源方面要抓紧土地出
让，科学合理融资、狠抓税源培
育、优化税收服务，节流方面要树
立“紧平衡”中过好“紧日子”的理
念，坚持集中财力办大事，进一步
压减政府基本开支，确保收支平
衡。在大抓经济发展的同时，还
要高度重视民生工作，不断提高
老百姓的“幸福指数”，高水平推
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办好十大民
生实事，高标准抓好安全生产。
记者邵建新见习记者吴南杰

我县昨召开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

全力冲刺“半年红”“全年红”目标

三江街道快马加鞭推进新城基础配套
提升工程建设

本报讯 昨天，“当巴黎遇
上温州”——中法艺术家在楠溪
书院美术馆举行以“‘一带一路’
与人类艺术共同体”为主题的交
流活动，就人类艺术的共通点、
中法艺术的异同性，以及在

“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下应通
过更多的合作跟交流，碰撞出
更多的思想火花。法国浙江商
会名誉会长、发起人之一吴志
平主持活动。

活动中，同是发起人之一的
永嘉籍画家周建朋从艺术的起
源和艺术改变乡村交流了自己
的看法。他说，“一带一路”让世
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艺
术的形式将温州历史人文传播
到海内外，为国家新时期的文化
传播尽力所能。同时通过艺术
进入农村，改变人的状态，让美
进入广大农村生活，而带给人美
的正是艺术。

法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雷米·
艾融表示，中法艺术家们在大
自然中作画，重振自然绘画，

从而使人类得以保持共同拥有
的地球。人类历史上的两大文
明，地中海文明和东亚文明正
处于“一带一路”的两端，中法
艺术家在新的文明即将开始的
时代，应建设艺术和人性向前持
久发展的桥梁。

温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教授、温州美术家协会主席蔡瑞
蓉称，“当巴黎遇上温州”——中
法艺术家写生与展览放在乡村
举行，在温州美术界是前所未有
的，这说明温州人在文化上的自
信和艺术观念的改变。“一带一
路”提倡开放、包容、互赢的理
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也
确定了法国等欧洲国家文化在
世界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据悉，此次活动是为期 15
天的“当巴黎遇上温州”——中
法艺术家写生与展览活动之一，
由县委统战部主办，中国农业银
行永嘉支行、永嘉传媒集团协
办，楠溪书院承办。

记者 柳苗苗 陈胜豪

“一带一路”与
人类艺术共同体

“当巴黎遇上温州”——中法艺术家昨在永
举行交流活动

水果为媒助力乡村振兴
岩头镇塆里村积极发展观光农业，推进农旅
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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