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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汇
通讯员 罗皓晟）

近日，天荒坪镇白水湾集镇某
餐饮店老板纪某吸烟后，将烟头随
手扔在了店门口。这一不经意的举
动，被正在巡查的县综合执法局执
法队员发现，队员立刻上前，对纪某
进行执法。这是该局首次对乱丢烟
头的行为进行处罚。

烟头是破坏城市环境的一大污
染源，乱丢烟头的现象屡禁不止。
绿化带内、窨井盖边，总能发现烟
头。创建文明城市，是一场对不文
明行为的革命，要对不文明行为发
起挑战。为了倡导文明吸烟理念，
引导文明吸烟行为，不断提升市民
整体素质和城市整体形象，县综合
执法局天荒坪执法所试点对乱丢烟
头的行为进行执法。

据悉，执法具有充分法律依
据。《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应当

维护城市环境卫生，禁止乱扔果皮、
纸屑、烟头、饮料罐、口香糖、塑料袋
等废弃物。违反规定的，可以处二
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的罚款。

出于人性化考虑，执法人员告
知纪某对于首次发生的轻微违法行
为，可以由当事人主动申请参与社
会服务来折抵罚款。纪某立即提出
申请，走上街头成为一名志愿者，参
与“低头弯弯腰，烟头不落地”活
动。在捡齐15个烟头后，执法人员
作出抵消罚款的决定。“难为情，因
为我个人的不文明行为影响了文明
安吉的形象。参与捡烟头的社会服
务，我觉得很有意义，也希望带动其
他人不要乱丢烟头。”纪某说。

对乱丢烟头执法得到了群众的
理解和支持。天荒坪镇山河村村民
高卓表示，以前地上烟头随处可见，
很不美观。“环境是大家的，理应自
觉爱护环境。”环卫工人也很高兴，

“烟头会卡进地砖逢里，很难扫，经
常都是用手抠出来的。”如今乱扔烟

头行为减少了，工作量有所减轻。
在开展执法前，天荒坪镇已经

进行充分宣传动员。此前，天荒坪
镇团委与农商行天荒坪支行联合开
展首期烟头换好礼活动，仅一个上
午就收集了 4.8 万个烟头，营造了
良好氛围。该镇还在集镇范围每隔
150 米安装灭烟器，让烟头有处可
去。“我们还广泛发放宣传倡议书
200 余份，号召广大群众自觉遵守
规定，不随手丢烟头。”天荒坪执法

所工作人员郭施舒介绍，执法不是
目的而是手段，最终目的在于促进
不文明行为转变，有效提升城市精
细化治理水平。

截至目前，天荒坪执法所共制
止乱丢烟头行为30余起，开展社会
服务折抵处罚 5 次，处罚乱丢烟头
行为 2 起，“烟头不落地”正成为新
风尚。

县综合执法局首次对乱丢烟头行为进行处罚

烟头不落地 环境更美丽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静
通讯员 赵丹）

日前，灵峰街道纪委查办的一
起“纪律处分决定执行不到位”案
被搬上了县纪委监委“第一种形
态”集体会商会，参会人员对量纪
执纪逐个发表意见。最终，通过集
体会商决策，灵峰街道纪委对两名
工作人员作出责令书面检查处理。

这是县纪委监委规范运用监
督执纪“第一种形态”，集体会商把
关的案例之一。“从提醒谈话到责
令书面检查，虽然运用的都是监督
执纪‘第一种形态’，但后者教育提
醒作用更大、执纪也更精准。”县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规范运
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贯通运
用党规党纪、法律法规“两把尺
子”，今年起，县纪委监委制定实施
了《第一种形态处置会商办法》，采
取集中会商的办法对部分拟运用

“第一种形态”处置的案件进行逐
案过审，确保定性准确、量纪平衡。

县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
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县将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案件、问责案件、第
二种形态转化为第一种形态案
件、政治生态较差单位或地区涉

及的案件、媒体关注的案件，或者
其他重大、疑难、复杂问题等六类
案件纳入“第一种形态”集体会商
范畴。集体会商由案件承办单位
或科室、案件审理室固定参加，党
风政风监督室、巡察办视情参加，
会商案件以多数人意见作为拟处
理意见，对少数人意见亦作记录
并保存。

“把脉问诊运用‘第一种形态’，
有效提升了基层执纪精准性，同时
也提升了基层纪检监察组织的执
纪底气。”灵峰街道纪委书记、监察
办主任周静红介绍，定性不准确、
执纪不平衡往往会影响执纪效果，
特别是在选择运用“第一种形态”
12种处置方式时，什么时候运用、
运用哪一种处置方式并没有固定
标准，容易产生同一轻微违规违纪
问题处理轻重不一，引起被执纪人
不满情绪。将案件审理模式引入
到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通过集
体会商把脉有效杜绝了执纪不平
衡问题。

“第一种形态”的深化运用，也
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了管
党治党新常态。今年以来，党员干
部和监察对象一大批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得到及时指出和纠正。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章婧）

白色的墙壁，黑色的瓦片，古香
古色的仿古建筑……走在鄣吴镇的
集镇上，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气息
扑面而来。

今年以来，鄣吴镇以“美丽城镇建
设省级样板”为目标，大力开展城乡协
调生态美、功能便民环境美、共享乐民
生活美、兴业富民产业美、魅力亲民人
文美、善治为民治理美”六美提升行
动，集镇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

便利优质的交通、教育、医疗、
文化等环境，成了此次鄣吴美丽城
镇建设的标配。该镇在原先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的基础上，围绕建设
一条快速便捷的对外交通通道、一
张完善的垃圾分类收集处置网、一
个开放共享的文体场所、一个优质

均衡的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体系、
一个高品质的镇村生活圈体系等

“十个一”的更高要求和标准，把鄣
吴从“形”的改造上升到内外兼修、
内外皆美。

眼下，龙上线提升改造工程正
全速推进。作为镇域内主要交通线
路，同时也是美丽城镇建设项目之
一，随着沥青层摊铺的启动，这条公
路即将换新颜。“一条龙上线串起了
鄣吴 6 个村，为村庄连片共谋发展
创造了条件。”鄣吴镇村镇建设办副
主任邹峰说，交通环境进一步得到
改善，各个村庄产业经营也将得到
大幅提升。

“建设美丽城镇，要把视野放大
到城镇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上。”邹峰
介绍说，鄣吴六个村，各有各的文化
底蕴禀赋，各有各的特色产业：民乐

村办起了年货节，让村里的特色产品
有了更大的舞台；景坞村大力打造

“知青文化”，通过举办知青文化节等
活动，扩大了在长三角地区的名气；
鄣吴村推出了民俗文化节，归仁里老
街的印章、手工扇等特色文化产品，
让游客在“吃住行游购娱”中全方位
感受鄣吴历史文化的魅力。

“通过前期环境整治，鄣吴镇完
善了基础、做优了环境、彰显了文化
特色。”邹峰说，作为安吉首批开展
美丽城镇建设的乡镇之一，鄣吴吸
引了昌硕艺术小镇等项目，补齐了
开放共享的文体场所等短板；安吉
游戏、竹海右转等一批优质文旅项
目签约落地，以山屿海为主的康养
旅居项目、以鄣吴溪漂流为主的六
村联营娱乐项目等先后运营，在全
镇域初步形成了多元发展且又融为

一体的特色文旅产业集群。这些都
为鄣吴开展美丽城镇建设“加分”。

美丽城镇建设带来的变化也挂
在村民幸福的脸上。“以前老百姓都
到外面去打工，现在只要在门口就能
就业，还能顾得了家。”鄣吴村村民金
锡桃说，随着旅游集散中心、鄣吴溪
漂流等旅游项目投入使用，为村民就
业提供了更多选择。景坞村村民高
勇则对龙上线改造充满期待：“路边
宽了，出行方便也更安全。”

截至目前，鄣吴镇今年实施的
17个美丽城镇建设项目中，历史文化
综合保护、镇域住房建设提质等10
个项目已全面完工，完成率60%左
右。“我们将紧紧抓住创建美丽城镇
建设省级样板这一契机，全面带动镇
域六村连片创建，加快形成城乡融
合、全域美丽的新格局。”邹峰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泽宇）

曾经历一年的驻外招商工
作，报福镇党政办主任涂苏浙此
次作为“新血液”，又加入到驻外
招商队伍中。此前，他参与招引
的投资 10 亿元的中节能产业园
已落户开发区，将帮助大健康产
业、节能环保等项目孵化。“驻外
招商工作有些经验，此次选调我
招商，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招大
引强。”涂苏浙说。

既是“老兵”也是“新血液”，折
射出我县选优配强招商队伍的决
心。今年的驻外招商工作已开展
半年多时间，百名驻外招商干部表
现如何？一套详实的考核标准为
大家进行了排名，出于对干部成
长、招商质效提升的考虑，我县替
换了6名新增了3名，进一步优化
队伍。

“每月，在分局长工作例会上，
我们对招商干部逐一打分，这是评
价干部的重要内容之一。”县投资
促进中心吴胜国介绍，考核包括拜
访企业数、有效信息数、驻外招商
天数等具体信息，全方位检测干部
工作实效。此外，根据分局长、联
系小组、导师意见最终确定了“换
血”名单。

全国拼抢招商资源，驻外招商

干部身处项目招引最前沿、第一
线，随着招引要求不断提高，对于
他们的专业性、责任心也需要及时
考量。“‘换血’是一个常态化机制，
接下来预计每半年开展一次。我
们希望通过该机制，不断激发干部
们干事创业的激情活力，也希望把
适合招商的干部放到应有的舞台，
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吴胜国表示。

选优配强是发展所需，服务保
障也在不断“升级”。今年，我县还
制定出台了派驻招商引才干部激
励办法，对干部们的评先评优、退
休保障、家属关心关爱等方面提出
了具体奖励。除了制度建设之外，
县投资促进中心还组织开展了三
期针对干部家庭的亲子活动，让他
们在工作之余感受到了温暖。

驻外招商队伍管理机制健全
优化，正在释放出发展硕果。截至
本月 11 日，全县已累计项目线索
1144条，其中工业项目线索1081
条；全县累计确认入库的新增在谈
项目385个；全县累计确认签约项
目 107 个，其中工业项目 101 个。
固投 5-10 亿项目 15 个，固投 10
亿以上项目7个。“接下来，我们将
尽快帮助‘新血液’适应工作节奏，
快速投入到招商工作中。”吴胜国
表示。

确保定性准确量纪平衡

县纪委监委集体会商
用好“第一种形态”

文化“添彩”产业“增色”

鄣吴镇全速推进美丽城镇建设

选优配强 激发活力

我县招商队伍定期“换血”

连日来，递铺街道康山
村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化身
“考官”对村里各家各户的庭
院进行细致、贴心的考评。
遇到问题，监督村民进行及
时整改，让村民们守护好房
前屋后的里子工程，为美丽
乡村建设增“景”添彩。

全媒体记者 张卉 摄

村民当“考官”
评评各家庭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