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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气象:多云到阴有雨，白天最高气温 21℃ ，早晨最低气温 10℃ ，偏北风 1 到 2 级。

兰溪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金华市委决定

提名王新锋为兰溪市市长候选人
托， 为推进兰溪高速高质量发展作
出自己的贡献。
对兰溪今后的工作， 余杰强调，
一要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 金华市委
的决定上来。 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党性原则， 筑牢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从兰溪改革发展
稳定的大局出发， 正确对待这次人
事变动，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省委、 金华市委的决定上来， 努力
维护全市团结一心干事业， 齐心协
力谋发展， 群策群力促和谐的良好
局面。 二要坚定信心振奋精神， 推
动兰溪再创新辉煌。 要紧紧围绕打
赢实体经济翻身战这一目标， 认真
贯彻省委书记车俊对兰溪产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批示精神， 充分发挥全
省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试点工作现
场会的后续效应， 坚定扛起使命担
当， 不甘落后， 奋力拼搏， 加快产
业转型， 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 加
快谋篇布局， 高质量推动全域旅游，
加快优化提升， 高质量推进民生实
事落实， 努力交出高质量发展的优
异答卷。 三要团结协作凝聚合力，

记者 项柔刚
导报讯 昨天下午， 兰溪召开全
市领导干部会议， 宣布省委、 金华
市委的决定。
金华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余杰
代表金华市委作重要讲话。
金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褚惠斌
宣读文件。
兰溪市委书记朱瑞俊主持会议。
根据省委和金华市委的决定，
提名王新锋同志为兰溪市人民政府
市长候选人。
会上， 余杰介绍了王新锋同志
的情况， 并对其担任兰溪市委副书
记两个多月来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
他指出， 提名王新锋同志为兰溪市
市长候选人， 是省委、 金华市委在
听取方方面面意见的基础上， 经过
反复权衡、 充分酝酿后决定的， 既
体现了组织对王新锋同志本人德才
素质的认可， 更是对兰溪工作的重
视和肯定。 相信王新锋同志在省委、
金华市委的领导下， 在兰溪市各套
班子成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力支
持下， 一定能够牢记使命、 不负重

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要以深入开展 “新时代金华精神大
讨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当
好新时代金华答卷人” 大调研活动
为契机， 大力弘扬践行新时代金华
精神， 努力建设一支忠诚担当拼搏
实干高效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为高质量建设 “一区一地一城”、 续
写 “八八战略” 兰溪新篇章作出更
大贡献。
朱瑞俊代表市四套班子对省委、
金华市委的决定表示坚决拥护。 他
强调， 要坚决讲政治、 顾大局， 旗
帜鲜明拥护省委、 金华市委的决定。
省委、 金华市委把王新锋同志派到
兰溪来工作， 既是对王新锋同志过
去工作的肯定， 更体现了省委、 金
华市委对兰溪工作的重视， 对兰溪
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我们
要把省委、 金华市委的决定化作工
作动力， 把兰溪的各项工作做得更
好， 不辜负省委、 金华市委的殷切
期望。 要坚决讲团结、 强担当， 毫
不动摇贯彻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
市级领导班子成员和全市各级领导
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决策

部署， 在省委、 金华市委的正确领
导下， 团结协作， 齐心协力， 坚决
打赢 “九场硬战”， 认真履行好各自
的职责， 全力支持王新锋同志做好
市政府的各项工作。 全市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做到
与市委、 市政府保持高度一致， 对
市委、 市政府的决策要坚决贯彻执
行， 并真正落到实处。 要坚决讲拼
搏、 争先进， 不遗余力推动 “一区
一地一城” 建设再上新台阶。 离年
底只剩下最后一个月， 当前各项工
作任务艰巨、 职责重大， 群众的期
盼也极为热切，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
能放松要求， 各单位主要领导要抓
好班子、 带好队伍， 全力以赴冲刺
“全年红”。
王新锋作表态发言。 他表示，
一是感恩组织、 感谢领导。 将把组
织和领导的信任、 期盼， 以及感受
到的压力和责任， 都化为动力、 转
为行动，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报答组
织， 不负所望。 二是热爱兰溪、 服
务人民。 将尽最大的努力， 为人民
服务， 用自己的行动， 争取兰溪人
民的信任和支持。 三是摆正位置、

服从领导。 将和政府班子一起紧跟
市委的领导， 想人民所想、 急人民
所急， 以兰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为目标， 以法治政府和诚信政府
为边界， 自觉接受人大、 政协和社
会各界的监督， 全身心努力干事。
四是共同努力、 全力以赴。 将和政
府线的同志团结起来， 继续学习，
深入调研， 为兰溪的企业、 项目、
人才、 群众、 家庭做好服务， 做真
正的 “兰妈妈”， 持续深化改革创
新， 加快建设 “一区一地一城”。 五
是廉洁自律。 将切实履行好 “一岗
双责”， 带头抓好政府班子党风廉政
建设， 营造亲清政商关系， 严字当
头， 廉洁自律。
兰溪市委委员、 候补委员， 市
人大常委会、 政府、 政协领导班子
成员， 市人武部政委， 法检 “两
长”， 其他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干
部； 市直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市
人大常委会、 政协各工委主任， 各
乡镇 （街道） 党 （工） 委和政府
（办事处） 主要负责人， 曾担任过副
县级以上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参加会
议。

人大代表视察
生态环保重点工作
记者 陈志恒

又见土索面飘香
昨天， 记者在兰溪市女埠街
道下潘村看到， 不少农户趁着晴
好天气晾晒土索面。
据悉， 下潘村土索面制作技
艺已有千年历史， 是兰溪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 目 前 ， 该 村 有 100 余
户农户从事土索面加工， 年产量
达 200 万 公 斤 ， 产 值 近 2000 万
元， 制作土索面已成为村民的主
要经济来源之一。 记者 王 萍 摄

“离校离堂不离教”

省领导肯定兰溪“联村导师”制度
记者 沈冰珂
导 报 讯 近日， 副省长成岳冲
作出批示， 对兰溪创立的 “联村导
师” 制度表示肯定， 认为 “联村导
师” 做法很有创意。
为进一步延伸老师对留 守 儿
童、 外来务工者子女的教育和管
理， 今年 3 月， 兰溪率先在马涧镇
试点推行 “联村导师” 工作。 结合
试点成功经验， 兰溪制定了 《关于

高水平开发 高强度投入 高密度产出

建立 “联村导师” 制度暨开展教师
“联村联户心连心” 行动的实施方
案》， 并在全市施行 “联村导师”
制度。 目前， 全市有联村导师 4246
名， 共结对帮扶留守儿童及外来民
工子女 1320 名， 累计开展公益性
教 育 辅 导 19230 场 次 ， 联 村 进 户
80712 户， 受益儿童达 85455 人。
据了解， “联村导师” 制度重
点关注的是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者
子女， 全市 88 所中小学、 公办幼

儿园的 4246 名教师参与联村导师
工作。 “联村导师” 发挥了学校的
教育使者、 乡镇 （街道） 的教育参
谋、 家长的教育顾问、 孩子的实践
导师等四项功能， 为学生量身制定
一个帮扶计划、 建立一套学习档
案、 解决一批难点问题， 24 小时
联系制实现联村联户 “全覆盖”、
“全时通”， 形成学校教育、 家庭教
育的良性互动， 实现学生 “离校离
堂不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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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联村导师还协助各乡镇
（街道） 建立和完善公益管护机构，
为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者随迁子女
搭建课后管护平台。 同时， 市教育
局对各学校的实施情况进行督查指
导， 形成 “市教育局——
—乡镇政府
（ 街 道 办 事 处 ） —乡
—— 镇 （ 街 道 ）
教育党总支——
—工作片——
—学校”
五位一体的管理网络， 确保 “联村
导师” 工作制度化、 常态化、 长效
化推进。

导 报 讯 昨天上午， 兰溪市人大
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赴黄店镇、
女埠街道， 视察生态环保重点工作
情况。
兰溪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成芝，
副主任朱恒德、 胡向东、 赵月 莲 、
徐亚平、 邵茂良参加视察。
兰溪市副市长周金富陪同视察。
近年来， 兰溪将生态环保工作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 建立健全
长效监管机制， 打好生态环保四大
攻坚战， 着力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
板， 全面深化环境污染整治， 为高
质量、 高标准、 高水平推进 “一区
一地一城” 建设提供生态保障。
代表们实地视察了生活垃圾填
埋场渗漏液处理设备提标工程、 克
莱森助剂有限公司、 女埠集镇等处，
详细了解 “污水零直排区” 创建等
情况， 并就 “污水零直排区” 创建、
生活垃圾处置、 环境整治等工作提
出意见和建议。
就下一 步 工 作 ， 刘 成 芝 指 出 ，
要紧扣民生， 抓好生态环保 工 作 。
代表要积极反映社情民意， 坚持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要着眼长
远长效、 久久为功， 围绕发展， 积
极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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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兰溪农商银行正式发行市民卡啦！
昨日市区环境
空气质量指标

□ 兰溪市监测站监测点：空气质量指数 108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污染，首要污
染物 PM2.5 。

□ 兰溪八中监测点：空气质量指数 112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
PM2.5 。 （昨日 16 时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