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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10日，330国道下茭道段发生一
起三车相撞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早上 5时 30分左右，安徽省涡阳县丁某某

驾驶皖 KF9578 号重型牵引车，牵引皖 KAR38
号重型半挂车从永康驶往金华。行驶至 330国道
218KM+700M地段时，与同向前车———安徽省涡
阳县刘某某驾驶的皖 S3K045号、运载纸箱的轻
型普通货车发生追尾碰撞，致使这辆轻型普通货
车与道路北侧钢制护栏发生碰刮后侧翻。随后，
KF9578 号重型牵引车及牵引重型半挂车失控，
跨越中间隔离带驶入对向车道，与对向行驶的浙
GG307号重型半挂车发生碰撞。浙 GG307号重
型半挂车、KF9578号重型牵引车两车驾驶室严
重损毁，并在事故后起火燃烧。
事故造成三车损坏，乘坐皖 S3K045号轻型

普通货车的欧某某受伤、皖 KAR38挂号重型半
挂车驾驶员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后，县公安交警、消防人员迅速赶

赴现场开展施救。县政府分管领导，公安局、交
通运输局、安监局、消防大
队、茭道镇相关负责人赶赴
现场指挥并参与救援。至 7
时 30分，因事故堵塞的 330
国道交通得到恢复。

本报讯 3月 7日，由全国政协《画界》杂志
社编辑出版的《当代中国书画名家作品选》向参
加全国“两会”的委员代表赠阅，武义籍当代著
名画家钟章法的“云海画派”系列作品和创新课
题论文画集，和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等五位画家
的作品一起入选。

钟章法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通过 30
多年的时间艰辛钻研创作，针对云彩在中国美术
史上被忽视、淡化的创作难题，开创了“云法造
境”艺术创新课题，所创作的云海山水画和时空
水墨画两大系列作品曾两次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先后得到 40多位美术界权威专家学者的高度肯
定。由他开创的“云海画派”的多篇理论文章和
作品经国家艺术专业核心报刊发表后，受到美术
界的广泛关注。此次赠阅的画册是指定送会刊
物，由全国政协书画室与人民政协报社精选全国
有影响力的著名画家的作品编辑出版。

2012年袁 我县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 500
亿元大关袁 达到 554.5亿元袁 这是我县工业
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遥 我县工业从无到有袁 从
小到大袁 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里程袁 促进了
县域经济快速发展遥 这正是历届县委县政府
深入实施 野工业强县冶 战略的结果遥 面向未
来袁 我们必须坚持野工业强县冶战略不动摇袁使
工业经济为武义赶超发展提供不竭动力遥

野工业强县冶 战略让武川大地焕发生机
活力遥 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袁 把 野工业强
县冶 作为推动武义发展的主战略来抓遥 从洼
地效应到 野黄金十年冶 的迅猛发展期袁 到两
次金融危机的考验提升袁 工业经济已经成为
县域经济的主体袁 极大促进了县域综合实力
的提升遥 目前袁 我县二产增加值对全县生产
总值的贡献率达 56%袁 对财政总收入的贡献
超过一半袁 工业从业人数占全县就业人数的
48%遥 随着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袁 短短十多

年时间袁 我县先后被命名为中国电动工具制
造业基地尧 中国旅游休闲产品出口基地尧 中
国文教用品生产基地尧 中国门业产业基地尧
中国扑克牌生产基地和省级不锈钢制品出口
基地尧 旅游休闲产品出口基地尧 电动工具出
口基地袁 被评为浙江省首批创新样本城市袁
被纳入省级产业集群发展示范区袁 基本确立
了永武缙五金产业和浙中汽摩配产业两大集
群腹地和联接地的地位遥 工业强县袁 让武义
在浙江工业版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遥

野工业强县冶 战略是推动武义赶超崛起
的根本保证遥 我县坚定不移实施 野工业强
县冶 主战略袁 工业经济迅速崛起袁 才带动了
全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袁 实现了武义近十
多年来的不断赶超和跨越袁 走出一条符合时
代特征尧 具有武义特色的欠发达地区后发崛
起之路遥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袁 我们要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袁 推进新型工业

化尧 新型城镇化尧 农业现代化尧 生态景区全
域化尧 社会管理科学化 野五化冶 同步发展袁
着力建设富强尧 宜居尧 幸福尧 生态尧 和谐的
现代化武义袁 力争在 野十二五冶 期末在全省
欠发达县市中率先进入中等发达县市行列袁
到 2020年实现 野四个翻一番冶 目标袁 与全
省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遥 实现武义赶超富民
特色崛起袁 主要的动力尧 工作的重心尧 根本
的依靠袁还是在工业遥 新型工业化袁始终是武
义经济工作的主线袁是武义社会发展的支撑袁
是武义民生改善的保障袁 是我们摆脱欠发达
面貌尧实现赶超富民特色崛起的根本途径遥

野工业兴则武义兴袁 工业强则武义强冶遥
回首过去袁 我们信心倍增曰 展望未来袁 我们
任重道远遥 我们必须坚持把 野工业强县冶 作
为全县赶超发展战略布局的重中之重来抓袁
把 野工业强县冶 战略这篇大文章继续写下
去袁 推动工业经济实现新跨越遥

本报讯 3月 8日，全县农村工作会议召
开，会议总结过去一年我县农业农村工作，
分析当前面临的困难和形势，研究部署 2013
年农业农村工作的各项任务。

去年，我县扎实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大
力开展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社会保持平稳
较快发展。2012年，全县实现农业总产值
22.3亿元，增长 7.3%；农民人均纯收入直逼
万元大关，达到 9757元。2013年我县农业
农村工作将坚持“同步推进工业化、城市
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不断加大农村
改革力度、政策扶持力度、科技驱动力度，
加快提升现代农业层次，加快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加快转变农民增收方式，巩固和发展
农业农村大好形势，努力实现农业更强、农
村更美、农民更富。

县委书记陈伟指出，今年是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第一年，做好“三
农”工作，对推动我县“赶超富民、特
色崛起”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陈伟强
调，面对新任务新要求，必须转变思想
观念，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责任感、
紧迫感；要切实按照“五化同步”和“城乡
发展一体化”的战略部署，突出重点，攻坚
克难，努力推动我县“三农”工作再创辉
煌；同时，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
力，加强考核督查，狠抓责任落实，加强作
风建设，改进工作方法，努力实现农业更

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县委副书记何俊有对 2013 年农业农村

工作作了全面部署。何俊有要求，要抓好粮
食生产，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循环农
业，加快发展乡村旅游等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加快项目建设，强化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支撑；狠抓特色，实施精品村建设，狠
抓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着力打造美丽乡村；
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开
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为武义赶超富民、
特色崛起作出更大贡献。

副县长邓小章主持会议。会议还表彰
了 2012 年度农业农村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县农办、王宅镇、桃溪镇作了典型
发言。

农业更强 农村更美 农民更富

全县农村工作会议召开
记者 钟聪慧

坚持工业强县战略不动摇
———一论贯彻落实全县工业大会精神

阴 本报评论员

我县画家钟章法画册
赠全国两会委员代表
通讯员 米南

我县发生一起
三车相撞交通事故
通讯员武应

3月 8日下午袁
茭道镇组织镇机关
与上茭道村的党员
干部一起开展洁美
乡村公益服务活
动遥 据了解袁 茭道
镇将每月 15 日设
定为全镇党员干部
洁美乡村公益日 袁
组织党员干部清扫
环境卫生袁 转变镇
村干部作风袁 推进
野 四 边 三 化 一 整
治 冶袁 着力建设洁
美茭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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