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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

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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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农业现代综合园区



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龙母文化、澄心文化、革命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创业文化、乡贤文化

三溪乡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汇报



三溪乡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汇报

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三溪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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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2017年，三溪乡被缙云县委县政府列入全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首批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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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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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领导对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极为重视，亲临现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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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丽水市委副书记尹学群、缙云县委书记杨秀清
指导三溪乡小城镇建设。

县长李一波指导三溪乡小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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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
《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苏轼 (宋 )

常羡人间琢玉郎，
天应乞与点酥娘。
尽道清歌传皓齿，

风起，
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

微笑，
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是吾乡。 心安定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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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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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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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心宁静，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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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心宁静，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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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森林 澄心
乡贤 古民居
小城镇，关键看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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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重
点
规
划

澄心广场公园

两
个
出
入
口

龙溪景观带 桃源山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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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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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助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

价值化 价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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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提升小镇“澄心”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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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溪八景 龙母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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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三溪乡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汇报



三溪乡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共计 25个项目

整治环境卫生 整治城镇秩序 整治乡容镇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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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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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磨破嘴皮
走破脚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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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心广场公园

两
个
出
入
口

龙溪景观带 桃源山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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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赞

美



把握“本土化”、“节约化”、“价值化”三个原则

本土化 价值化

  建筑材料、建筑 格风

、建筑 傅以本土化 主，师 为

多用本地条石、溪石、木头

、老 等 材料，保 修砖 为 护 缮

黄泥房、 石房、条石传统 块

房、青 房等，邀 本地建砖 请

筑工匠参与 目建 。项 设



节 约 化 价值化

 把拆 清违

乱出来的石头

、 加以利砖头

用， 目不追项

求高大上，而

追求精、 、细

美

把握“本土化”“节约化”“价值化”三个原则



价值化 价值化

通 目建 ，过项 设 给

我 全 留下一批具们 乡

有 史价 的 富，历 值 财

我 建造了 座木制们 两

廊亭，三十年、五十

年后，必将成 三溪为

的 典和 史 富。经 历 财

把握“本土化”、“节约化”、“价值化”三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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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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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漂漂亮亮 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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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三改一拆

剿灭劣 V类水

六边三化三美

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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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化 价值化

后吴原村集体 D级危房                            澄心广场

前                                后



价值化 价值化

后吴原村集体 D级危房                              澄心广场

前 后



价值化 价值化

后吴小学边的危旧房                               亭廊景观 

前 后



价值化 价值化

街道绿化树人行道                               花坛和休闲座椅结合

前 后



价值化 价值化

马路市场                               

前 后



价值化

村庄入口                              

前 后



乡、村党员干部群众双休日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活动

价值化 价值化



集中整治乱停车问题

价值化 价值化



主街道部分弱电下地改造

价值化 价值化



对强电和入户线进行规整改造

价值化 价值化



实行路长弄长制
大街小巷纳入责任化长效管理

价值化 价值化



乡贤助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

价值化



垃圾不落地，三溪更美丽

价值化 价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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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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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浙江十大美丽乡村
丽水市级美丽乡村精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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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投资 500 万的天门坪漂流 投资 500万的天门坪漂流建成运营

目前共接待游客 15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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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吴德进对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成效
我要给你们乡村干部大拇

指，这几年特别是今年短短的

几个月时间，让我们三溪村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一路开

车经过其他乡镇几十个村，没

有一个村比我们三溪环境更好

、更美、更整洁的，我们三溪

人太幸福了，我们很自豪，感

谢政府，感谢共产党，感谢你

们这些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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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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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投资 500 万的天门坪漂流

三溪乡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汇报

成立乡村两级工作
领导小组

书记任组长

所有班子领导为成员

实行全员参战

书记乡长亲自谋划

亲自抓推进

亲自抓落实

亲自抓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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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投资 500 万的天门坪漂流 长期在村、工作责任心强、敢于
担当的 新一届村双委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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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每周乡村联席会议制度

总结一周工作，

梳理工作不足，

作出具体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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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吴明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是
三溪村难得的机遇，把这件事情做好
，三溪可以跨越5年甚至是 10年的
发展，为了这样的事情，怎么付出都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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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90 后小姑娘吕玄：
          要等考核验收顺利通过后，才能带着轻松和愉悦去做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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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乡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双休日
顶烈日、战酷暑，一身迷彩服
是标配，拆违清乱是常态，
汗臭味是最熟悉的味道，
用汗水甚至是泪水，
打造“世外桃源，澄心三溪”

铁军风采



缙云县三溪乡党委政府
2017年 9月 1日

三   溪

此心安处是吾乡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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