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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
雨或雷雨；明天晴转多云，偏东风 1～2
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4～35℃；明天早
晨最低温度24～25℃，山区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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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敏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特色工作会议上强调

我市召开省环保督察工作专题会议

落实主体责任 抓好问题整改

坚持系统性要求
推进特色化创建

□记者 陈勇

□记者 黄永强
本报讯 昨日下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特色工作会议在市行政中心召开。金华市副市长、东阳市委书记黄敏强调，要抓住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契机，按照系统性、功能性要求，突出工作重点，强化创建保障，营造比学氛围，坚持党建引领，深入推进文化氛围营造和田园城市打
造，以富有成效的特色工作，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市民生活品质。市政协副主席张望峰主持会议。

会上，市“五创办”负责人对 《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特色工作责任分解表》 作了解释
说明，与会部门、街道负责人就进一步完善
相关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黄敏指出，我市启
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以来，各地各部门按照
“首战当决战”的要求，认真对照测评标准
开展创建攻坚，取得了较好成效。我们要抓
住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一契机，围绕营造文
化氛围和打造田园城市的目标，积极做好特
色工作，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市民生活
品质。
黄敏强调，做好特色工作，是对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的更高要求。各相关部门、街道
要切实按照系统性、功能性要求，坚持项目
化、载体化推进，进一步明确目标、突出重
点，进一步完善分工、落实责任，进一步充
实内容、创新机制，努力在加快推进文商旅
项目谋划实施、田园城市打造、交通系统优
化提升、公共事业设施完善、办公用房综合
利用、空闲地留用地和低效地处置利用、城
市功能疏解以及城区历史遗留问题攻坚等方
面下功夫、求突破，以富有成效的特色工
作，更加充分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城市生
活的美好期盼。黄敏指出，推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特色工作，要强化创建保障，特别

是要做好资金、土地等资源要素的充分保
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要营造比学
赶超氛围，推动各相关部门、街道在特色
工作项目推进过程中互比互学，形成你追
我赶、合力攻坚的良好态势；要坚持党建
引领，在特色工作中做好“党建”和“党
员干部”文章，充分发挥基层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进
一步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推进全国文明
城市高水平创建。

C

本报讯 笔者从昨日我省召开的特色小
镇规划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上获悉，我市省
级特色小镇创建工作“双喜临门”。市委副
书记、市长姚激扬参加会议。
会上，2017 年度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对象
考核结果和省级第四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新
鲜出炉。东阳木雕小镇用一年时间完成蜕
变，从 2016 年考核的“警告”上升为 2017
年 的 “ 良 好 ”， 交 出 了 一 份 满 意 答 卷 。 同
时，经前期省特镇办实地初审、省级部门联
审等，花园红木家居小镇入选省级第四批特
色小镇创建名单。
东阳木雕小镇于 2016 年 1 月列入全省第
二批历史经典产业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去年
考核被列入“警告”小镇后，我市高度重
视，全力推进木雕小镇建设。加快项目建

漆中心、产业核心区块以及红木家具城等红
木家具全产业链和产业群，涵盖从原木、板
材、锯板、烘房、雕刻、油漆以及红木家具
设计、生产、销售的所有产业环节，因此花
园创建红木家居小镇具有较好的基础与优
势。据介绍，花园红木家居小镇规划面积约
3 平方公里，以“红木文化传承地 红木家居
聚集区”为战略定位，聚焦“时尚”和“文
化”产业，构建文化创意、研发孵化、智
能制造、展示贸易、会展服务、品牌营
销、物流服务于一体的红木家居全产业生
态链，打造创业创新创富乡村振兴先行
区、改革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样板区、中国
红木产业文化要素集聚区、红木产业全产
业链发展示范区。此次入选创建名单，花
园将在更高层次上进行引导，融入特色小镇
概念并加以规范，通过努力让红木家居小镇
向精致化和极致化发展。

广厦学院：填补我市高校空白
□记者 李磊 王倩玫
【事件回放】
2001 年 3 月 18 日，浙江广厦建设学院
开工典礼举行。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
和装修，广厦学院终于建成。2002 年 9 月
28 日，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浙江
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江北新区落成
正式开学。
【见证者说】
“当时开工典礼就在学院综合楼这里举
行，那时候周围还都是农田。”现任广厦学
院院办主任李天宝是当时的见证者之一，
提起当天的情景他仍历历在目。
提起学院创立的契机，李天宝深有感
触。“东阳是有名的教育之乡，当时整个市
域范围内却没有一所独立设置的高等院
校。”恰逢现广厦学院的“前身”——金华
市城乡建设学校和浙江广播电视大学东阳
分院亟需转型升级，不少有识之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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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现代高等教育上应该有更丰富多样
的形式与层次，需要更加重视发挥社会力
量在兴办教育中的作用。于是由广厦控股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建的浙江广厦建设职
业技术学院应运而生，填补了我市高等院
校的空白。
十几年来，李天宝见证了广厦学院翻
天覆地的变化，原先只有几百人的学校，
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 6 个二级学院、学生
万余名、专职教师 700 余名的万人高校。
同时，广厦学院还被教育部和建设部列为
建设行业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并设立
了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多年来，广厦学院借鉴国际职业教育
先进理念，以学生就业为导向，依托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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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进行部署

□记者 朱凯迪

花园红木家居小镇入选创建名单
设，小镇游客中心、木材交易中心商务楼和
公寓楼、木材交易中心二期等 10 个重点建
设项目，倒排时间按期推进，目前已完成三
个。有序推进项目招商，完成文化创意区块
24 家企业投资协议签订和选址；招引中林集
团、中国铁建、飞尚实业集团等 25 家企业
入驻木材交易中心。整体提升小镇形象，完
成木雕小镇特色 VI （视觉识别系统）、导视
系统设计并落地实施，完成小镇主要道路
和木材交易中心路口标志建设，小镇智慧
大数据系统已投入运行；小镇客厅、小镇
茶室、手作坊投入使用，卢中一“中缘”体
验馆开门营业；完成了小镇旅游专项规划、
创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提升规划和 3A 级旅
游景区景观质量专家评审。
花园红木家居小镇位于享有“天下红木
第一村”美称的花园村，经过十多年创新发
展，已形成原木市场、板材市场、雕刻·油

推进审计工作报告反映问题整改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我市省级特色小镇创建 “双喜临门”

□记者 杜丹 通讯员 沈珏 王江红 马志华

本报讯 昨晚，市委副书记、市长姚
激扬在市行政中心主持召开省环保督察工
作专题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天
仁，副市长胡宏立、陈巧锦、李传煌参加
会议。
会议传达了浙江省第二环境保护督察
组督察金华市工作动员会会议精神。根据
安排，省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9 月 10 日
—29 日进驻金华市督察，重点盯住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和省委、省政府高度
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整改处置情况；重点
检查环境质量呈现恶化趋势的区域流域及
整治情况；重点督办人民群众身边生态环
境问题立行立改情况；重点了解地方落实
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长效机制建设与推进情况。
姚激扬指出，开展省级环保督察是中
央环保督察的统一要求和有力延伸，是对
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全
面体检”。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把督
察当作提升工作水平、检验工作成效、促
进工作落实的一次重要机遇；要认真对
待、全力协助、积极配合，保障督察各项
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展开；要以必胜的信
心，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解决环境突出问
题，切实抓好问题整改。
姚激扬强调，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是“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要求，
要以环保督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从严查
处群众多次举报的环保问题及散乱污企
业，切实推动我市实体经济打好翻身仗。
环 保 举 报 热 线 电 话 ： 12369、 12345、
88900000。

本报讯 昨日上午，全省审计工作报
告反映问题整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天仁在东阳分会
场参加会议。
会义认真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 《关
于 2017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全省其他财
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 和省政
府第 9 次常务会议精神，对审计工作报告
反映问题整改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分解

整改任务，明确整改要求。会议指出，
2017 年以来各市县积极推进财政改革，
预决算透明度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不
断提升。但还存在预决算管理不到位、财
政专户管理不够严格、财政资金使用不够
规范等问题。
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切实增加审
计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行动，坚
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扎实开展审计问
题整改工作；落细落实，圆满完成审计整
改任务。

我市新增一千多亩用地指标
市国土局以“三优先”为依据落实到位

□通讯员 王玫瑰 蒋攀峰 王智力
本报讯 近日，省国土厅向我市下达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与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新农村建设专项指标、农民建房专项指标
等三项用地指标一千多亩。
据了解，市国土局根据政府投资项
目清单和四个平台、教育、城投等相关
部 门 的 对 接 情 况 ， 遵 循 重 大 项 目 优 先、
基础设施优先、民生工程优先的原则，

通过分线上报、梳理汇总和讨论决定等
环节，提出了年度土地指标分配建议方
案，报经市政府统筹对年度土地指标安
排进行研究讨论。2018 年度第一批建设
用地指标将落实到中医院迁建工程、市
民中心、小微园建设等 50 余个市重点项
目。
下一步，市国土局将加快项目受理、
组件报批等工作，助力乡村振兴，保障我
市经济有序发展。

“金华银行·东阳市民卡”杯 头版图片新闻竞赛

■

建筑、木雕等优势产业，积极推进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构建了以核心能力培养为
主线的实践教学体系，为我市各行各业培
养输送了大批优秀技术人才。
在不久的将来，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又将迎来蝶变新生。今年，省
委、省政府将广厦学院列入省“十三
五”本科高校设置规划，金华市政府也
把支持广厦学院升本写入了政府工作报
告。
“ 这 是 学 院 发 展 的 一 次 重 大 机 遇 。”
李天宝说，广厦学院申报的是以建筑类
专业为主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升本后的
广厦学院，将为东阳市建筑业转型升级
提供高层次人才支撑。

我市用上“西气东输”天然气

18

昨日，市天然气门站举行开阀通气
仪式 （上图）。这意味着吴宁、江北、
白云、城东、歌山、六石等镇街的管道
燃气用户，用上了“西气东输二线”管
道天然气。当日起，天然气价格也下降
了，民用气价每立方米下降了 1.5 元，
从原来的 4.45 元调整到 2.95 元。据了
解，明年 2 月至 5 月，横店、南马、湖
溪等区域也将陆续通气。
右图：昨日，市民俞先生在家里使
用天然气做饭。
记者 包康轩 通讯员 俞红强
微博：
http://weibo.com/dydaily

微信：
dyrbwx

东阳新闻网：http://dynews.zjol.com.cn

东阳网：
http://www.dywang.com 本版编辑 郭跃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