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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振 见习记者 王浩宇

本报讯 昨日，县委书记潘银浩
赴墙头镇调研村社组织换届工作时
强调，要继续发扬敢打敢拼、连续作
战精神，凝聚合力，乘势而上，坚决
打赢村社组织换届硬仗，确保选出
好班子、换出好风气、推动新发展。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范焕平参加
调研。

潘银浩首先来到墙头镇凤泉
村，与镇、村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
解换届工作进展，走访查看行政村

规模优化调整后的新村融合情况。
他指出，凤泉村基层党组织、美丽乡
村建设基础扎实，新村融合后发展
潜力大，要以选优配强村班子为导
向，一鼓作气，争取在村社组织换届
工作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

座谈会上，潘银浩听取了墙头
镇村社换届前阶段工作情况汇报并
给予肯定。他指出，抓好村社组织
换届工作，选出村社好班子，对筑牢
基层基础、稳定社会秩序、推动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有关
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把村社组织

换届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
抓，科学研判，牢守底线，高标准严
要求抓好换届工作，真正以高质量
换届推动高质量发展。

潘银浩强调，要继续做好行
政村规模优化调整“后半篇”文
章，乘势而上、责无旁贷、理直气
社地抓好村社组织换届工作，提
高政治站位，精准把握政策，严格
质量标准，处理好党的领导、发扬
民主和依法办事的关系，确保有
序有力推进。要为乡村振兴发展
选出好班子、好干部，在换届过程

中做到“稳、优、实”，摸清摸细村
情民情，抓实抓好风险防范，围绕
未来发展大局，依法依规、又稳又
快做好选举工作，真正选优配强
“头雁”和班子，提升基层组织力，
带动强村富民。要凝聚合力做好
村社组织换届工作，集思广益，上
下联动，内外协同，统筹推进，严
守换届纪律和规矩，共同营造风
清气正的换届环境，把换届过程
作为统一思想、凝聚民心的过程，
切实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坚强组
织保障，增添发展动力。

潘银浩赴墙头镇调研村社组织换届工作时强调

选出好班子 换出好风气 推动新发展

10月 14日袁涂茨镇珠山下大地铺金袁稻田在秋日映照下袁呈现出调色板般的瑰丽景象遥 眼下象
山半岛晚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阶段袁广袤的田野野丰冶景如画遥 （记者 周科）“丰”景如画

记者 马振

五狮山下，蟹钳港边。茅洋乡美
景如画。

依托山田海水特色资源，茅洋
全域旅游方兴未艾。今年国庆中秋
长假，该乡累计接待游客 12.73万
人次，日均游客量居全市重点景区
第五位；旅游总产值 1772.41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29.13%。

美丽乡村蝶变引客
双节长假，位于茅洋乡银洋村

的蟹钳港乡村欢乐世界景区，“360
度环形高空玻璃漂流”成了热门的
游玩设施。该项目由银洋村 118户
村民集资 428万元建设，并委托专

业公司运营。
银洋村本是一个偏远闭塞的山

村，这几年借全域旅游发展东风，打
造田园童话村，建设玻璃水滑道、丛
林穿越等网红项目，并在全县率先
采用数字科技，引进专业团队打造
AR奇幻水母群鱼主题秀，仅双节
长假就接待游客 3万人，门票收入
近百万元。

无独有偶。白岩下村通过村民
众筹打造海景玻璃栈道和滑道。站
在栈道观海平台上，远可眺大目湾
海上日出，近可观蟹钳港日落，山海
风貌尽收眼底。双节假期，游客排着
长队游览，8天游客人数 23000多
人，门票收入约 89万元。
“围绕全域景区化目标，茅洋乡

坚定不移抓好美丽经济发展，全面
打通‘两山’转换通道，成功获评浙
江省旅游风情小镇、省乡村旅游产
业集聚区、宁波市唯一省 AAAA级
景区乡镇。”茅洋乡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茅洋有省 A 级景区村 9
个，其中 AAA级景区村 5个，总量
居全县第一。

以“美丽”为底色，推动实施“旅
游 + 体育”“旅游 + 文化”“旅游 +
农业”。花墙村依托蟹钳港海岸线，
打造滩涂赶海乐园。全国文明
村———溪东村打造乡村度假、农业

观光、民俗文化等多个项目，游客接
待量连年攀升。文山村建成文化长
廊、仿古凉亭，布景改造溪流、池塘，
彰显渔村秀色。茅洋乡建成“山海水
乡、心悦茅洋”全域文明示范线，把
美丽村庄、人文景观有机串联，基本
实现全域景区化。

美丽乡村释放美丽经济。疫情
之后茅洋旅游业迅速复苏：第二季
度全乡接待游客 37.69 万人次，旅
游总收入 4264.65万元，同比分别
增长 30.27%和 21.63%。

（下转第 2版）

茅洋：山海之间绽放“美丽经济”

聚力一二五 奋力上台阶

记者 孙建军 通讯员 蔡杨华

本报讯 记者从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获悉，《象山县自然资源生
态修复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今日起施行。这是全市首
个县级层面的自然资源生态修复
规范性文件。

据了解，《意见》所称自然资源
生态修复，是指矿山、森林、海洋、
耕地等自然资源发生损害后，为将
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恢复至基
线水平，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
复为辅”为原则，采取必要措施对
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
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
修复、综合治理。
《意见》提出，因自然灾害遭

受破坏、人为破坏、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环境提升需要进行自然资
源修复，主要包括矿山环境治理
恢复、土地整治与污染修复、森林
和平原绿化、海岸线生态环境治

理及岛礁、滩涂生态建设等内容，
并制定相关内容修复需要达到的
技术标准。

根据《意见》要求，我县首创生
态修复项目入库机制，将符合条件
的项目纳入生态修复项目储备库，
并组织专家进行会审协商，明确项
目实施路径。对入库项目从项目立
项、方案制定、实施验收等方面进
行全流程跟踪监管，并按相关规定
进行竣工验收，确保修复项目圆满
完成。
《意见》明确，将生态修复工作

纳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检查验收
不合格、未能按时完成项目实施任
务或推诿贻误的镇乡（街道），视情
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暂停安排年
度用地计划指标或农用地转用及
征收工作。对符合资金补助政策的
自然资源生态修复工程参照各相
关补助标准给予奖补。同时，对破
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行为进
行监督管理。

我县出台全市首个自然资源
生态修复工作指导意见

本报评论员

为扎实推进强化作风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近期
县纪委县监委加大查处和通报
力度，公开曝光党员干部作风
问题，对损害亲清政商关系典
型案件进行严肃查处，并选取
违规违纪典型案例，拍摄警示
教育专题片，推动以案促改、以
案促建。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
“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
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
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良
好健康的政商关系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器，是我
县落实“六稳”“六保”任务、实
现“聚力一二五、奋力上台阶”
的根本保障。党员干部以“清”
之名离企业太远或者以“亲”之
名与企业走得太近，都不是政
商交往的正确相处之道。让企
业家安心搞经营、放心办企业，
才是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
题中应有之义。

要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年
初县委出台《关于践行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的实施意见》，订立
政商交往“二十六条规矩”，目
的是让公职人员干净干事、积
极办事，有效为市场主体增添
活力。但是，少数公职人员依然
把民营企业当成“唐僧肉”，吃
拿卡要，对企业有诸多不合理
要求；还有的甘于被“围猎”，对
管理服务对象的“进贡”轻松笑
纳，越过底线、红线，以致“亲而
不清”，出现贪腐问题，走上犯
罪的不归路；还有的不敢担当、
不愿作为，对企业“清而不亲”、

该“亲”不“亲”，对企业该办的
事情不办、该抓紧办的事情拖
着办，“新衙门作风”不断升级。
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政商交
往正负面清单，划定政商交往
尺度，厘清政商交往边界，使政
商关系在“清白”的前提下自然
“亲近”，使“亲”“清”关系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

要严守政商公私界限。对
各级党员干部而言，构建新型
“亲”“清”政商关系，一方面要坦
荡真诚同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
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
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多谈
心、多引导，帮助企业解决实际
困难。另一方面要提高政治站
位，加强党性修养，保持清醒头
脑，与企业不搞“暧昧”，不藕断
丝连，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
弦，常给自己念“紧箍咒”，增强
应对“糖衣炮弹”的防御力，防止
成为别有用心人的“猎物”。
要加强监督执纪问责。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离不开有力监
督。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工程
建设、行政审批、招商引资等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严查损害
营商环境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利用公
权力谋取私利、吃拿卡要的，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
清除害群之马，惩戒反面典型，
引导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遵纪
守法，自觉规范政商交往行为。
在坚决查处“亲而不清、亲而乱
为”问题的同时，也要严肃处理
“清而不亲、清而不为”等营商
环境中存在的突出作风问题，持
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着力
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维护廉洁营商环境

记者 张瑶瑶 通讯员 厉攀 白炎根

本报讯 昨日，我县举办《象山
县志》首发仪式。首发仪式上,县政
府向各镇乡（街道）、县直单位及省
市档案馆、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院进
行了赠书活动。
《象山县志》二轮修志于 2007

年 6月正式全面启动，由原县志办
主任钱永兴主编，2014年、2016年

分别通过初审和复审，2017 年 12
月举行《象山县志》终审会并通过专
家组审核，于 2019年 11月由方志
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第一次出版
印刷共计 3000册。
《象山县志》共 5册、53篇、247

章、948节，约 600万字，450余幅
照片，120余幅古地图，是我县史志
研究、文化事业、文明传承的一大成
果，为全国第二轮修志试点志书、省

二轮修志创优工程试点志书。
据悉，《象山县志》上限不限定，

下限至 2008年，远溯 6000 年之
源，上承 1300年之流，中传宋元遗
绪，下记明清演化，近载民国嬗变。
重新梳理、记述了象山完整的历史。
以象山立县 1300 年的历史为基
干，以象山解放后 60年特别是改
革开放 30年的历史为重点，上溯
至距今 2000多年前安期生、徐福

等入海求仙传说，距今 6000年的
塔山文化，距今 1万年的卷转虫海
侵，以及距今 1亿年的燕山造山运
动。重点详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改革开放之后，象山的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变化与发展，
完整、系统地记载了象山山水名胜、
文化古迹及著名人物、英雄模范、风
土人情等资源禀赋，从不同角度展
现了象山的古貌新姿。

《象山县志》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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