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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昕怡） 近日，
《2020中国天然氧吧绿皮书》发布，其中，
青田在10项评选分析中，足足有6项上
榜，成绩喜人。这一项项的荣誉，折射出
我县在积极践行“两山”发展理念、有效
整合气候资源和提升旅游品牌价值上的
显著成果。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是中国气象
局气候标志首批品牌活动之一，《2020中
国天然氧吧绿皮书》以2016—2019年创
建并复查合格的114家中国天然氧吧地
区为研究对象，对其品牌效益表现、旅游
热度、旅客需求、舆情等方面进行数据分
析，并重点关注了新冠疫情期间的游客
行为特征。青田于 2019 年凭借优良的
自然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悠久的历史

文化、丰富的旅游资源等诸多优势，成功
获评“中国天然氧吧”。

此次，我县在《2020中国天然氧吧绿
皮书》中的多项评选分析中，斩获 6 项。
其中，品牌效益指数排行榜的综合效益
指数第19位、生态效益指数第2位和社
会效益指数第7位。“中国天然氧吧品牌
效益指数”是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三大维度，综合评价创建地区的
品牌效益表现。

与此同时，在中国天然氧吧传播声
量 榜 TOP20 中 ，青 田 的 传 播 声 量 为
2104，位列第4。传播声量是指以中国天
然氧吧为关键词在全网网页、微博、微
信、头条、客户端、电子报刊、论坛七大平
台上的信息检索总量。而在国家级媒体

声量榜中，我县的排名也不容小觑，位列
第3，受到了国家级媒体的广泛关注。此
外，我县还获得了2019年度旅游人气氧
吧第8名的好成绩。县气象局负责人表
示，“绿皮书的排行，助力青田县旅游品
牌宣传推广，宣传青田、宣传青田生态。
如传播项，得到了传播大数据的印证。”

近年来，我县倍加珍惜生态优势，积
极践行“两山”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打造美丽乡村、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及“五水共治”“六边三化三美”，成
功创建浙江省省级生态县，创成鹤城街
道、山口镇等5个国家级生态乡镇，夺得

“大禹鼎”。
2018年青田“两山”发展指数全国排

名第36位，位于全市第一。建立了三个

负氧离子监测站：县城监测站、石门洞监
测站和千丝岩监测站。多次组织工作人
员深入挖掘我县的生态气候资源，搜集
大量富氧离子数据，提炼我县生态优
势。我县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打造旅游
产业，按照一个绿心、三大组团、两江四
带六通道的布局，致力于打造一个山清
水秀、生态宜居、具有浓厚侨乡风情的现
代化滨江城市。

“接下来，我们将有效整合气候资
源，助推国家气象公园建设，推动气候产
品价值实现与转换，提升旅游品牌价值，
围绕‘丽水之赞’寄予的使命任务，奋力
跑出高质量绿色发展加速度，全力创建
诗画浙江大花园的最美核心区。”县气象
局负责人说。

《2020中国天然氧吧绿皮书》发布

青田多项效益指数上榜
本报讯（记者 孙云弋） 11月27日，省委党的

群团工作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县委书记、县长周和
平在青田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上，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杭州市委组织
部、温州市工商联、绍兴市红十字会、宁波市鄞州区
委、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党委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精
神，对标总书记对群团工作的殷殷嘱托，对标“重要
窗口”新目标新定位，对标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真
抓实干、奋勇争先，努力成为新时代群团工作的“重
要窗口”。

会议指出，近五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大力发
扬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留下的好传统，深入挖
掘浙江“三个地”的政治资源，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
群团工作的领导，积极探索体现时代特征、符合群团
规律、具有浙江特色的群团工作新路子，突出体现为
党建引领立格局、守正创新立品牌、改革攻坚立根
基、干在一线立新功、锻炼队伍立形象，开创了新时
代群团工作新局面。

会议强调，新发展阶段，要以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为根本，以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为主线，以浙江“五大历史使命”为统领，以数
字化改革赋能群团工作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打造忠
诚于党的红色群团、唯实惟先的实干群团、共建共
享的为民群团、高效协同的数智群团、创新创优的
品牌群团。要坚持政治立魂，保持政治定力、驾驭
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努力提升“两个维护”的
实际效果；坚持数字赋能，推动“工作上网”“数字上
云”“改革见效”，努力实现群团组织的全方位、系统
性重塑；坚持一线建功，深挖自身优势找准切入点、
延长工作手臂形成大支点、动员人民群众打造共建
点，努力展现服务大局的担当作为；坚持大抓基层，
围绕覆盖广、群众找得着，扎根深、群众靠得上，有
威望、群众跟着走，努力扩大群团工作有效覆盖面；
坚持力量整合，做好系统性规划、探索专班化运作、
搭建共享化平台，努力形成大群团融合工作格局；
坚持人才汇聚，重学历更重能力，重才行更重德行，
重选人更重育人，努力成为人才重要蓄水池；坚持
群众中心，紧扣服务要精准、服务有内涵、服务成常
态，努力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立体评估，
完善群团工作评价指标、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价、构
建评估反馈闭环，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群众认可的
综合评价体系。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群团工作的
领导，把好方向、建好机制、带好队伍、做好保障，高
质量推进新时代党建带群建工作，构建“党委统一领
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党员干部带头示
范、群团履职尽责”的工作格局。

把好方向 建好机制
带好队伍 做好保障
省委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季毅豪） 11月27日，县政协十
届三十次常委会召开，县政协主席李飞林参加会议。

会议学习传达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
四届八次全会精神，通报各专委会2020年工作总结
和2021年工作思路，协商通过《县政协对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工作民主评议的意见》《县政协对三溪口
街道工作民主评议的意见》。

就如何贯彻落实两个重要会议精神，李飞林指
出，要进一步学习中央和省委全会精神。学懂弄通
两个重要会议的精神实质，进而将学习贯彻中央和
省委全会精神与履行好政协职能、助力“重要窗口”
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助力县委、县政府高水平编制我
县“十四五”规划，努力助推我县在“十四五”发展中
开好局、起好步。要抓紧谋篇布局明年的履职工
作。各位常委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发动带领各专
委、各界别的委员积极参与，尽早谋划大会发言和提
案的选题和撰写，并开展相关调查研究工作；各专委
会主任要抓紧思考明年的调研课题，课题的选择既
要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也要关注委员群众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2021年高质量履职打下坚实
的基础。要树立好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样子。聚焦
当前重点，紧扣县委县政府部署的奋力建设浙江“华
侨经济文化”和丽水“两个较快增长”重要窗口，精准
选题、精实履职；要聚焦长远发展，对青田经济社会
发展的趋向性问题和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提
出前瞻性、创造性、建设性意见建议；要聚焦高质量
发展，把提质增效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打造
更多工作精品亮点，探索实践富有时代特征、政协特
点、青田特色的政协工作新路子。

县政协十届三十次
常委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项沁豪） 11月27日，
“青言青语”直播间举行第七场直播活动，
活动邀请了三溪口街道、县妇联、县医疗
保障局三个单位的青年嘉宾参与直播，阐
释我县是如何提升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人
民生活品质。

“咱们青田县的来料加工点现在已
经是 32 个乡镇、街道全覆盖了，并且形
成了 6 大特色产业，人均年收入有一万

多元”，在直播现场，三位青年嘉宾围绕
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中的“改善人民生
活品质”这一主题，结合自身工作经验，
以生动鲜活的案例进行讲解我县在来料
加工产业、医疗保障、农村文化生活所做
的工作以及成效，深入透彻、通俗易懂，
帮助听众深化了对全会精神的理解。“我
是一名驻村干部，平时有很多时间接触
基层的群众，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样的

信息，通过‘青言青语’这个平台，可以让
我们有机会向更多的群众传达年轻人的
看法和观点。”三溪口街道工作人员叶佳
艳说。

在短短17分钟时长的直播中，共吸
引观众6000多人次，县医疗保障局工作
人员吴文颖说，今天这个直播虽然比较
短，有很多没有看到直播的群众还不太
了解一些便民政策，在接下来的日常工

作中，会加强与群众交流，倾听他们的心
声，向他们宣传政策。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青言青语”直
播间的第七期直播，下一期“青言青语”
直播间将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展
主题讨论。今后，“青言青语”直播间将
持续广泛吸纳各行业、各领域的青年才
俊进入宣讲队伍,用青春力量传递党的
好声音。

解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青言青语”直播间第七期开播

本报讯（记者 林璐 见习记者 叶
红） 对于广大司机朋友来说，在加油站
排队加油、缴费是个耽误时间的麻烦事，
遇到高峰期，还会造成车辆拥堵。近日，
中国石化丽水石油分公司推出了车牌付
业务，让广大司机朋友不用下车，就可以
体验方便快捷的加油服务。

日前，在月里湾加油站内，出租车
司机陈先生正通过刚刚绑定的“车牌
付”业务给车加油。和以往不同的是，
此次他无需下车，只要通过系统自动识
别车牌就能完成“秒”支付。整个加油
过程耗时短，也避免了找零和手机扫码
支付。

加油站工作人员介绍，已办理“车
牌付”业务的车主只需在微信上将车牌
信息和付款账号绑定，就能在加油时实
现无感支付。工作人员加完油，可以实
现自动扣费，费用明细也会在系统里显
示。

那么，“车牌付”业务要如何办理
呢？首先打开中国石化浙江石油分公司
公众号，点击左下角“加油浙江”，再点

“便捷加油”，再点击车牌号码“车牌付”，
将自己的车牌号码输入后点击确认就能
成功办理。

开始加油后，工作人员使用防爆
POS 机扫描车牌，POS 机会显示出本次

加油的油品和金额。工作人员在POS机
上输入车主绑定的手机尾号四位数进行
确认，支付就此完成。整个支付过程大
约 5 秒，比到营业厅扫码支付快得多。

另外，工作人员介绍说，车牌付支付渠道
是中石化易捷钱包，因此，加油前需确保
易捷钱包内余额充足，否则会支付失败。

中国石化丽水石油分公司青田月里

湾加油站站长林雪丽介绍，目前，青田所
有城区和国省道重点加油站都开通了车
牌付业务，后续将在青田实现车牌付全
覆盖。

车牌识别智慧加油 不下车实现“秒”支付

青田将实现“车牌付”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夏建微）日前，县人
民法院开展“六稳六保”集中执行行动，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

行动开始后，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
立马前往查找前期锁定的 6 名被执行
人，并随即将拟拘留人员带往医院进行
核酸检测。等待核酸检测过程中，共有
三名被执行人主动与申请人达成和解，
履行金额16万元。

行动当天，法院执行干警还对三处
腾房现场进行强制腾空，腾房面积共计
480.53平方米，下一步将立即移送评估、
拍卖处置。此次腾房行动中有两名被执
行人主动配合搬离，居住人也自觉上交
房屋钥匙，腾空过程在短时间内顺利完
成。

在涉公职人员被执行人集中约谈
现场，共有 16 名公职人员接受约谈，并
邀请了县纪委、组织部共同参与。约谈

时，所有公职人员当场表达了配合履行
的态度并进行了财产申报。此次约谈
结束后共有 4 名被执行人履行完毕，涉
及执行案件 25 件，到位金额 354.5 万
元。另有4人承诺下周前履行完毕名下
所有案件。

据悉，9月份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县
人民法院共执结案件 489 件，到位金额
9146.8万元，传唤被执行人162人，开展
强制搜查14次，强制腾房37处，依法判

处刑罚3人。
“一方面通过集中拘传、拒执打击等

强制措施体现执行工作的威慑力，另一
方面通过涉民工工资执行案件，体现司
法的力度和温度。”县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执行局局长黄仲恩表示，县人民法院
将在年末执行攻坚路上持续发力，努力
向着为申请执行人兑现“真金白银”的目
标迈进。

县人民法院开展“六稳六保”专项执行行动
9月以来，执结到位9000多万元，依法判刑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