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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结算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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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黄金之选建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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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 当前" 我县正在开展 #解放思想谋发展" 转变作风抓落实$ 主题实践活动% 为营造解放思想大讨论的良好社会

氛围" 进一步凝聚和激发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 激情和力量" 为 &五个武义$ 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本报

从今日开始" 推出 &解放思想大家谈$ 专栏" 刊登各乡镇街道' 部分县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畅谈有关进一步解放思想" 凝心

聚力" 真抓实干" 攻坚克难的新思路! 新举措的文章( 刊登社会各界人士关于解放思想大讨论方面的来稿% 敬请大家关注%

以解放思想为动力 加快推进赶超发展
□ 王毓平

XYZ )记者 邹锋*

$

月
%

日! 县城俞

源街好味道麦饼经营点业主徐晓红! 因阻碍

执行职务! 被县公安局壶山派出所处以行政

拘留
&

日" 对此! 徐晓红后悔不已"

五一节期间! 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

法人员对我县主要路段的流动小摊贩# 占道

经营等违法违规现象进行整治" 在俞源街紫

金五圣好味道麦饼经营点! 城管执法人员根

据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对业主的违法占道经营行为进行劝导教育!

并依法取证! 暂扣其违法经营工具" 业主徐

晓红拒绝配合执法人员执法! 并辱骂# 殴打

多名执法人员! 同时将摊点上煮着的豆腐脑

泼向执法人员! 将执法人员烫伤"

壶山派出所接警后! 迅速出警! 经过调

查取证! 认定徐晓红的行为属阻碍执行职务

行为! 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 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对徐

晓红作出了行政拘留
&

日的处罚决定"

据悉! 城管执法部门对占道经营严重#

破坏环境卫生和无照流动经营的摊贩曾多次

劝导! 但一些业主依然我行我素! 违法经

营 " 为此 ! 城管执法部

门表示 ! 他们将继续加

大执法力度 ! 对违法占

道经营进行整治 ! 营造

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

XYZ )记者 姚妮娜*

'

月
!#

日! 全省召

开推进 &网格化管理# 组团式服务' 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 县领导胡海峰# 吴维德在武义分会场参

加会议"

会议指出! &网格化管理# 组团式服务' 是

一项事关全局的重要工作! 是新形势下做好群众

工作的有效载体" 各级党委# 政府要把推进 &网

格化管理# 组团式服务' 工作! 作为当前加强和

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 加强领导! 明确

责任! 落实措施! 强化保障! 务求实效! 不断提

升基层社会服务和管理工作水平" 要把握好属地

性# 整体性和适度性原则! 合理划分网格! 进一

步细化管理服务单元! 切实把管理服务延伸到社

会末端! 实现全覆盖" 要最大限度地整合和利用

各方面资源! 科学组建服务团队! 为群众提供多

样化服务" 要搞好上下对接# 横向对接# 网格与

乡镇 (街道) 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等基础平台的对

接! 切实提高管理服务效能" 要强化网格的信息

收集功能# 公共管理功能和为民服务功能! 真正

做到第一时间掌握信息! 第一时间化解矛盾! 第

一时间服务群众"

我省推进“网格化管理、
组团式服务”

XYZ )记者 陶波*

'

月
!#

日! 省法制办

副主任杨必明带领省政府论证组就武义县开展

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实施方案进

行论证" 金华市政府副秘书长# 法制办主任王

旭照! 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扬霄雁! 副县长

贾军晖参加论证会"

近年来 ! 我县城市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

人民群众对依法# 高效# 规范管理城市的要求

越来越高" 但目前我县城市管理工作还远远不

能适应城市建设发展需要! 存在着行政执法体

制不顺# 管理效率低下# 执法职能交叉# 多头

执法等问题! 执法越位# 错位# 缺位的现象时

有发生" 改革我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 开

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已势在必行"

在前期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 县政府制

定了 $武义县开展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

权工作方案%! 并上报省政府" 本次论证会上!

与会人员就实施方案细则提出了建议意见"

杨必明指出!加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

罚权工作!要做好人员编制和队伍组建!加强制

度建设和资格培训!修订完善方案!加强组织领

导!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

法!坚持内提素质#外树形象!不断提高行政执法

效率!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我县将开展城市管理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暴力阻碍城管行政执法
当事人被行政拘留6天

连日来" 桐琴镇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城防项目三期工程正

在紧锣密鼓地施工% 城防三期工程全长
%!((

米" 涉及桐一' 桐二'

赵宅' 倪桥四个村" 总投资约
%"((

万元% 该工程自
%

月开工以来"

目前进展顺利" 预计整个工程将在年底前全部完工% 舒清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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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品质始终如一新茶全面上市

解放思想是促进事业大发展的强大动

力! 解放思想的过程实质是一个统一思想#

大干快干的过程! 是一个转变作风# 狠抓落

实的过程" 我们将紧紧围绕建设 &富强宜居

幸福生态和谐武义' 目标! 以开展 &解放思

想大讨论' 为契机! 结合实际选好新载体!

找准制约科学发展的思想障碍和体制机制障

碍! 破解科学发展过程中碰到的种种难题!

推进新发展"

一是结合思想实际 ! 着力于 &六破六

立'! 强化赶超发展意识" 在具体工作中要

大力倡导抢抓机遇意识和大发展快发展意

识! 以求真务实# 乐于奉献的精神! 认真诠

释 &执政为民# 服务发展' 宗旨* 以勇于探

索# 勇于创新的精神! 营造更具活力# 更加

开放的发展环境* 以自强不息# 开拓进取的

精神! 推进武义经济开发区 (白洋街道) 赶

超发展"

二是结合工作实际! 以 &八个怎么办'

为载体! 推进工作作风大转变" 针对 &八个

怎么办'! 我们要注重实干! 重在实效! 从

&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 严格细化干部考核 !

认真开展真查真问' 三方面入手! 积极营造

&寻找差距# 提高标杆# 敢于担当# 勇于突

破# 创先争优# 开拓创新' 的工作氛围! 树

立干部的赶超信心! 激发干部的工作活力!

全力破解 &低平庸'! 消除 &懒

散慢'! 铲除 &中梗阻 '! 力促

工作作风大转变"

三是结合重点项目建设 !

以解决问题为落脚点 ! 加快推

进发展 " 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

的落脚点在于解决问题 ! 推进

发展 " 我们以开展 &重点项目

建设攻坚活动 ' 为载体 ! 通过

对重点项目 # 重点工作实行跟

踪服务制度 ! 每个项目落实一

个服务队 # 一名联络员 # 一名

挂钩联系领导和一套管理考核

办法! 及时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目前!

开发区 (白洋街道 ) 的各项县

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加快 ! 新农

村建设等重点工作全面展开! 工业经济稳步

增长"

解放思想是推动工作的关键" 解放思想

就是要研究新情况 ! 解决新问题 ! 拿出新

举措 ! 促进新发展 " 当前经济的全面发

展 # 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等!

都需要通过解放思想来推动" 谁的思想先解

放 ! 谁就能赢得发展先机 * 谁的思想大解

放! 谁就能获得大发展" 下一步! 我们将继

续把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与武义经济开发区

(白洋街道) 实际相结合! 以解放思想为动

力! 加快推进武义经济开发区 (白洋街道)

社会经济各项事

业赶超发展"

,作者系武

义 经 济 开 发 区

)白洋街道 * 党

工委书记-

解放思想
大 家 谈

2012年武义县政府性
投资项目计划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