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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稿方式：
请将所拍照片发送到 391941767@qq.com邮

箱，需注明“快拍投稿”及联系电话和通信地址。
二、照片要求：
相机、手机都可投稿，照片中人或事需清晰，

达到印刷标准，上传网站照片不超过 4M 为宜。
所提供照片需主题明确，有生活情味。

总行地址：寒山路 69号（天都花园门口） 服务热线：89351560

坦头支行地址：坦头镇凤凰大道 18号 服务热线：89351860

白鹤支行地址：白鹤镇 104国道与康安路口 服务热线：89356099

平桥支行地址：平桥镇友谊东路 35-2号 服务热线：89358100

———专为天台人服务的银行

“民生村镇银行杯” 天台民生村镇银行是经国家批准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银行。

自 2012年成立以来，村镇银行牢记“服务三农、服务小微”的经营

宗旨，深耕区域特色，助推当地发展，致力于为全县人民提供贴心、

便捷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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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一艘船

载不动思念

梦境忽然照明眼

填一阕海角青山

君住水云间

风光快拍：

水云间。

（大客邦邦 摄）

岁月的泡沫

始终镶嵌在她的衣衫

忠诚的银戒

唠叨着对他的思念

那遥远的北方

是否还记得 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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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鹅的教育

总是少不了

小心海东青

最接近神的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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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着看

一张有趣的

卡通博士脸

若倒过来

陶瓷鸟巢里

有一只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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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来过

留下了信息

藏在手机里

快拍身边人：

叶子。

（清风 摄）

我曾经

在一堆落叶中徘徊

回忆

好友之间的玩笑

如今

未落之叶挡在我面前

我难以认识自己

难以认出当年的容颜

记者 王宇静
本报讯 昨日，参加县十六届人大二次

会议代表，对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县法

院、县检察院工作报告进行了审议。

在审议时，代表们积极发言，围绕“三

个报告”内容，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代表们

一致认为，“三个报告”非常务实，用数据

说话，内容全面，切合实际。同时表示，在今

后的工作中，将努力做到情为民所系、心为

民所想，及时反映群众呼声，为建设“名县

美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在审议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代表

们认为，县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

作，认真履职，做到“三个坚持”，体现了民

生，维护了民利，特别是在审查监督、项目实

施监督、“最多跑一次”改革监督工作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了人大代表联系群

众、反映民意、为民代言的作用，组织代表对

“五大区块”征迁、始丰湖、高铁、高速、“五

水共治”、教育事业等重点领域、重点项目

进行视察和监督。代表们建议，县人大常委

会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要加强对人大代表培

训，提高代表履职能力，推动“最多跑一次”

改革再上新台阶，突出监督重点，围绕群众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监督。

在审议“两院”工作报告时，代表们认

为，“两院”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牢牢抓

住“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主线，增强司法

工作前瞻性，加强了队伍建设，积极落实司

法改革举措，认真履行审判职责，各项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代表们希望“两院”坚持

办案质量不放松，加强虚假诉讼打击力度；

解决历史性积案；强化法制教育，提高全民

法制素质；加快推进司法改革、司法队伍建

设，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

代表名片：季瑞强

单位或职务：市、县人大代表
关键词：古镇旅游

高铁时代已经到来，如何依托杭绍台

高铁的优势，抢抓机遇，谋划好未来的发

展，对于旅游资源丰富的街头镇来说，是当

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街头镇保存了一条由许多清代中晚期

建筑组成的古老街巷，悠久的历史积淀寄

托着天台人浓浓的乡愁。我认为，重修街头

古镇迫在眉睫，必须以新理念提早做好谋

划。建议在修建古街时融入天台山文化元

素，同时将高铁与旅游相结合，不仅要让游

客“引得来、留得住”，还要让游客“带点

走”，努力实现古镇旅游产业又好又快发

展。 记者 许陈颖 实习生姚媛群

记者 陈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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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通过了提案

审查委员会关于十届二次会议提案初审情

况的报告。

截至 1月 16日 17时，本次会议共收

到委员以提案形式提出的意见、建议 227

件。经初步审查，立案 210件，8件因内容

雷同作并案处理，9件作为委员来信处理转

有关部门研究参考。

本次会议提案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涵

盖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提案者坚

持问题导向，讲真话、进诤言、出实招、献良

策，提出的意见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充分展示了人民政协认真履行职能取得的

新进展、新成果，展现了政协委员、政协各参

加单位、各专门委员会高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经分类统计：经济建设方面的提案

56 件，政治建设方面的提案 8件，文化

建设方面的提案 25件，社会建设方面的

提案 101件，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提案

2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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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名片：梅静静
单位或职务：律师

关键词：便民诉讼

过去一年，县人民法院深入实施“最多

跑一次”改革，设立诉讼服务中心，提供

“一站式”诉讼服务，让当事人节约时间、

少跑路。建议在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过

程中要更加注重细节完善。例如，目前在确

认被告身份信息上有些繁琐，需要到县行

政审批局公安窗口抄录一遍被告身份证信

息，建议简化这一程序，实行内部电脑联

网，确认被告身份信息；进一步规范材料转

接程序，服务窗口接收材料时出具接收凭

证。

此外，建议诉前调解要尊重当事人意

愿；案件繁简分流，要更慎重一些，不要搞

“一刀切”；完善新型审判团队运行机制，

合理安排人员配备和职能，打造新型审判

团队，不断提高办案效率。

司法为民无止境。希望县人民法院注

重细节完善，不断提升便民诉讼服务水平，

让每一名来诉来访群众都能感受到法律专

业服务和司法温暖。 记者范晶薇

县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收到提案 227件 立案 210件

记者 许陈颖
本报讯 昨日上午，参加县政协十届二

次会议的委员们分组讨论了县人大常委

会、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三个报告。

在讨论时，委员们充分肯定了县人大常

委会、县法院、县检察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

所取得的成绩，希望“两院”坚持司法为民、

司法公正，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努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委员们认为，政协委员是荣誉，更是责

任，大家要当好党委政府决策的 “宣传

员”，争当新时代“名县美城”建设、推动全

面深化改革的“排头兵”。要强化抢抓机

遇、赶超进位、裂变扩张、抓大项目、主动担

当的意识，围绕加快推进天台裂变跨越发

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

问题，创新工作思路，增强履职实效，切实

加强自身建设，扎实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

策，努力实现全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新愿景。

委员们还就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提高医疗卫生水平、保护水源等多个话题，

进行了广泛交流和讨论。

政协委员分组讨论“三个报告”

让古镇重新
繁荣起来

让便民诉讼
更加便捷

代表名片：谢文静

单位或职务：龙溪乡党委负责人、乡长

关键词：文旅融合

里石门水库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天台

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一个典范。今年

正好是里石门水库建库竣工 40周年，龙溪

乡寒山村是当年建库指挥部的所在地，因

此，希望挖掘里石门水库的历史、精神，推

动寒山村“美丽乡村”建设，带动龙溪旅游

文化发展。

目前，始丰溪绿道已延伸至里石门。我

建议，在里石门的绿道上建一个里石门记

忆廊，展现当年建设场景、发展历史。即将

建设的寒山村文化礼堂，要融入“里石门记

忆”、里石门精神等元素，并依托这一平台，

大力发展乡村体验游。

另外，龙溪乡“河胤龙潭碑”延伸挖掘

的“河胤祈水传说”以及现存的龙皇殿、黄

水十八锣等人文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可

作为和合文化人与自然和谐的一个范例来

打造，还可以依托这些文化优势，带动农业

旅游等产业发展。

记者 许陈颖 实习生 姚媛群

让乡村旅游
富有文化味

代表王琳建议，加强“法制

进校园”活动的开展，强化青少

年法制意识。 记者 徐倩 摄

代表朱楠楠建议加快解决城区停车

难问题。

记者王宇静 摄

代表胡余广建议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普法

教育及帮扶帮教工作。

记者 徐倩 摄

代表奚优霞就县人民医院搬迁

后，如何解决古城区看病难问题提出

了建议。 记者 王宇静 摄

陈兵代表建议要加大投入，做好

农村公路养护工作。

记者 谢勇 摄

人大代表分代表团审议“三个报告”

记者 王宇静

本报讯 昨日上午，县十六届人大二次

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在行政中心第一会

议室举行。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管文新、林峰、潘

军明、崔波、戴世勇、陈剑、裘国宏、庞一飞、

姚乐平、褚夏芬、潘灵杰、汤京及主席团其他

成员出席会议。

县人民法院院长葛利江，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虞胜禄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团长对县人大常委

会、法院、检察院三个工作报告审议情况的汇

报；提出关于大会各项决议（草案），提交代

表酝酿、讨论；提出大会选举总监票人、总计

票人名单（草案），提交代表酝酿、讨论。

记者 许陈颖 实习生姚媛群
本报讯 昨日下午，县政协十届二次会

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陈政明、褚人福、

陈长瑶、曹元新、陈达优、齐显移、张卫平、许

英雷和主席团其他成员参加会议。陈政明主

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政协各组组长汇报的关于

县人大常委会和法院、检察院三个报告讨论

情况；汇报了大会建议案（草案）和大会决

议（草案）讨论情况；决定了大会发言表彰

名单；提案委汇报了提案初步审查情况。

县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县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代表心声

代表何天北希望，在新的一年，县人大常委

会能更好地为代表搭建施展才能的“舞台”。

记者范晶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