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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市屏南镇

屏都
旧县 松源街道

黄田

地理位置

竹口溪



镇域
镇域总面积171.9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1%，

辖16个行政村，总人口1.5万。



庆元
县城

武夷山

丽水

交通
距县城20公里、丽水150公里、武夷山
140公里、杭州400公里，G25高速公路、
229省道及衢宁铁路贯穿全境，历史上便
是浙闽两地重要交通枢纽。





一支笔 | 一双筷 | 一块板

甜桔柚、翠冠梨为主的5500亩省级现代水干果园

竹口瓦窑山工业园区实景图

生态农业优势明显

金砖厦门峰会、G20杭州峰会
官方用笔



“王应麟隐居在庆元竹口”的发现与庆元县竹口镇阜梁桥的重建有关。该桥重建委员会
副主任吴荣步在起草阜梁桥重建记的过程中发现，《庆元县志》上记载原阜梁桥上悬挂
着“宋王伯厚先生故里”的牌匾。后通过搜寻查阅，发现了强有力的佐证：清朝咸丰二
年（１８５２年）修订的《王氏族谱》。

青瓷在这里发祥，
《三字经》在这里诞生，
“小铅笔大梦想”的口号从这里走向世界……



打造庆元副中心  建设活力新竹口
目标

铅笔小镇  活力竹口
发展定位



44个省级样板创建乡镇之一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春风”吹来

竹口被列为



一年来
领导们检查指导工作

给予了我们无穷的动力和支持



市委书记史济锡调研竹口美丽乡村建设

一年来
领导们检查指导工作
给予了我们无穷的动力和支持 市政协副主席陈景飞到竹口调研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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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延续千年梦想 凝聚竹口力量

龙泉松阳等地考察

好好干，缩小差距
争取用一年时间还上多年欠下的债

差距不是一点点

1、认清差距，统一干部思想



一、延续千年梦想 凝聚竹口力量

召开专题座谈会
分析现状、查摆问题、展望未来

1、认清差距，统一干部思想

竹上村开会 竹中村开会 竹下村开会



一、延续千年梦想 凝聚竹口力量

一是
营造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氛围

让整治工作“入眼”

让整治工作“入耳”

让整治工作“入心”

2、多措并举，广泛发动群众



一、延续千年梦想 凝聚竹口力量

举办第二届铅笔文化节，让群众
以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结合有奖
问答形式宣传整治工作

吸收了村民意见由他执笔在白墙上写上《幸福公约》等标语

2、多措并举，广泛发动群众

二是
借助文体活动平台
发动群众参与宣传



一、延续千年梦想 凝聚竹口力量

三是
用实际行动感染群众

用微笑和汗水促使群众变“被动为主动”

变“要我整治”为“我要整治”

群众参与

2、多措并举，广泛发动群众



一、延续千年梦想 凝聚竹口力量

一是多次召开座谈会，发动镇属站所和企业参与整治

两新组织认养小微水体

3.借势借力，整合各方资源

全镇共清理21条合计

9400余米黑臭沟渠
并被浙江新闻通过微信宣传报道



一、延续千年梦想 凝聚竹口力量

二是积极发动各界力量，发挥各自优势配合整治

镇村干部费尽心思用了半个月都做不通工
作老娘舅半天劝服了6家农户拆房产权问题

民间自发集资近400万，重建了 “阜梁桥”
村民带头

老娘舅高效办事

两代表一委员、乡贤、美丽帮帮团、爱心志愿者、“老
娘舅”、“竹口好人”、暑期社会实践大学生等齐上阵

3、借势借力，整合各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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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追求时代梦想 推进规划建设

一张符合竹口实际的梦想蓝图是成功的开始
精致活力的宜居小镇，繁华多元的商贸小镇，古新融合的
人文小镇”的规划方向

1、提炼竹口元素，描绘梦想蓝图



精致活力的宜居小镇，繁华多元的商贸小镇，古新融合的人文小镇



二、追求时代梦想 推进规划建设

瓦窑山工业园区的老板们终于敢
带着客户来镇上逛一逛

在铅笔文化公园散散步
到竹上下沉广场赏赏鱼
在竹中文化礼堂会客厅喝喝茶
更加自信惬意地谈生意了

2、全力推进项目，提升小镇品位

现在



二、追求时代梦想 推进规划建设 3、政府主导建设，群众紧跟发展



这一年，行动中的全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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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动支撑梦想 环境面貌巨变

镇整治办每周一梳理整治点位交给各个网格，周五组织验
收，通过前后对比确认整治成效，逐个销号

完善任务交办制

强化工作督查制
制定了《竹口镇重点工作督查办法》，为干部戴上紧箍咒，
镇纪委及时反馈巡视督查中发现的问题，确保工作任务落
实到位。

实行问题质询制
当经过督查提醒后，任务仍未完成或整改不到位的，镇党
委书记和纪委书记启动质询程序，由相关责任人在每周一
干部例会上作检讨

1、交办、督查、质询”制提升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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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动支撑梦想 环境面貌巨变

镇整治办每周一梳理整治点位交给各个网格，周五组织验
收，通过前后对比确认整治成效，逐个销号

完善任务交办制

强化工作督查制
制定了《竹口镇重点工作督查办法》，为干部戴上紧箍咒，
镇纪委及时反馈巡视督查中发现的问题，确保工作任务落
实到位。

实行问题质询制
当经过督查提醒后，任务仍未完成或整改不到位的，镇党
委书记和纪委书记启动质询程序，由相关责任人在每周一
干部例会上作检讨

截止目前，共完成

市级点位

183个
县级点位

145个
镇级点位

2697个

1、交办、督查、质询”制提升执行力



三、行动支撑梦想 环境面貌巨变

路长

街弄长

班子成员分三组

将竹上、竹中、竹下3个村定为3
个网格，分成11个区块

顺口溜
帮助增强老百姓意识，共同维护良
好环境

截至目前，镇区范围
已拆除违法违章和乱搭乱建 24.1 万平方米  ，拆除旱厕和低矮附属用房  94  处近  1000平方米  ，

整治乱堆乱放  1500多处  ，清理垃圾  770吨  ，成功创建无违建镇和省级卫生乡镇

2、“网格长”制消灭“脏乱差”



整治的初始阶段全镇分工齐动手



整治的初始阶段全镇分工齐动手



老电影院拆除现场



三、行动支撑梦想 环境面貌巨变 3、长效管理机制医治“集镇病”

我们通过“四个平台”建设，完善了相关职能部门联动机
制，大力整治城镇秩序，“医治”车乱停、摊乱摆、线乱
拉等“集镇病”。我们设置停车位300多个，成立了农村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站和劝导站，6次联合路政、交警、综合执
法等职能部门开展“车乱停”专项整治



整改前 整改后

整改前后对比

中山街改造



整改前 整改后

整改前后对比

竹中便民服务中心



整改前 整改后

乱搭建整治



整改前 整改后

线乱拉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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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干部上下齐心敢于担当



四、责任铸就梦想 铁军精神传唱

全镇共整治了829头生猪，拆除猪栏727.05平方
米，拆除养殖设施面积3837平方米，而竹上、中、

下3村完成了三分之一的任务量，大大改善了镇区
水体环境。

在散养生猪整治中

1.上下齐心敢于担当



四、责任铸就梦想 铁军精神传唱

不怕磨破嘴、跑断腿，
一心帮群众算好利益账，算大账，算长远账

北入口景观、铅笔文化公园、建筑立面改造、老电影院停车场和线路“上改下”等项目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点赞和好评。

2.吃苦耐劳甘于奉献



四、责任铸就梦想 铁军精神传唱

干部们晒脱了一层又一层皮，磨破了一双又一双手套

迷彩服成了“制服”

因劳累过度生病的不在少数

全体干部用晒黑的皮肤和双手的老茧换来环境大变样

用心血和汗水打造“铅笔小镇、活力竹口”

用整洁美丽的环境彰显了竹口铁军精神
。。。

3.苦干实干舍己为民



整改前 整改后

整改前后对比

老电影院区块



整改前 整改后

整改前后对比

老公路外立面改造



整改前 整改后

整改前后对比

下沉广场改造



整改前 整改后

整改前后对比

竹上村委会旁改造后



整改前 整改后

整改前后对比

竹下民房改造



整改前 整改后

整改前后对比

竹中民房改造



整改前 整改后

整改前后对比

中心大道



整改前 整改后

乱搭建整治



整改前 整改后

乱搭建整治



整改前 整改后

乱搭建整治



整改前 整改后

乱搭建整治



整改前 整改后

乱搭建整治



整改前 整改后

线乱拉整治



整改前 整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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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 整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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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 整改后

线乱拉整治



整改前 整改后

线乱拉整治



整改前 整改后

线乱拉整治



整改前 整改后

整治摊乱摆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北入口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铅笔文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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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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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口魅力
2017-2018铅笔文化公园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阜梁桥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阜梁桥夜景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阜梁桥夜景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 竹中文化礼堂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 竹中文化礼堂夜景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中山街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中心大道新景象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中心大道夜景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中心大道夜景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中心大道夜景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弘扬传统美德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神童故事壁画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文化彩绘墙重温竹口战斗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吴三公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外国友人游览竹口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外国友人游览竹口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快乐童年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党旗引领中国梦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竹口夜景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竹口夜景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共建共享



新竹口魅力
2017-2018共建共享



尊敬的各位领导和专家
竹口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今天将接受你们的考核验收。
对照省里对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高标准和严要求，我们清楚地认识到，
作为一个欠发达的山区小镇，受限于基础条件、资金、时间等因素，很多地方还做不到位。

但这一年下来
我们是穷尽心思、花尽力气、想尽办法去努力，我们每个人都像装修自己家一样来装扮竹口。

现在
亲身经历巨大变化的竹口老百姓经常说“我们竹口变成现在这样，就像做梦一样，好多人到了这里都不
认识了”。

今后
我们还要继续思考和努力，让竹口焕发出更多生机和活力，让老百姓不仅能享受环境改变带来的福利，
而且能不断提升自我，与环境交相辉映，享受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更多美好和幸福。



再次欢迎来到竹口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