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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亮红灯”转化为克难攻坚的力量
在“亮 灯”机 制 面 前 ，不 破 法 理 破 常

理，一项项兑现承诺，一个个难题破解，一
件件实事办好，方能扫除障碍、转“红”为

“绿”、造福百姓。

奔着问题去服务，向着困难来攻

坚。我市实行“亮灯”机制为项目建设

提速，永义公路木渠村政策处理被“亮

红灯“后，象珠镇党委政府谋新招、出

实招、亮硬招，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完

成 131 户拆迁，所涉房屋占地面积超

7000平方米，7天完成房屋腾空，3天基

本完成拆除。“红灯”就是命令，破釜沉

舟、勇往直前、背水一战，在我市今年

重点工程建设推进中，这是不破楼兰

誓不还的决心，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范

例，克难攻坚为大局的缩影。

月度实际进度占计划进度不足

75%的项目，就被视为严重滞后，亮

“红灯”；月度实际进度占计划进度

95%及以上的项目，视为推进正常，亮

“绿灯”。“亮灯”机制使重点工程的进

度一目了然。反思我市个别地方政

策处理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老百

姓希望与实惠多的人搞平衡，处心积

虑多算面积、多领补贴。另一方面，

政府过去有些承诺事项未兑现，老百

姓心理有顾虑，担心现在的承诺，到

时兑现不了。如拆迁溪心北区时，时

任的个别重点办领导乱承诺，给一些

拆迁户“天井”面积“放水”，导致未拆

户攀比，阻碍了拆迁进程，到现在已

过去 10 年，尚未完成拆迁，个别领导

也因渎职、受贿被判了刑。身处政策

处理一线的干部，承受的困难和压力

可想而知，但面对繁重的任务没有退

路，唯有将“亮红灯”转化为克难攻坚

的力量，早日实现“红灯”和“绿灯”的

转换。

“亮红灯”是无声的鞭策。象珠镇

木渠村是永义公路的必经之路，打通

交通咽喉要道对我市经济发展意义深

远。镇党委书记施一军自己带头，主

动上门送政策、现场办公促实效、集体

会诊破难题。一段时间内，施一军血

压升高，对于警察出身一直以身体好

自居的他来说，简直不敢相信。当难

题攻克后，血压也渐渐恢复了正常。

无声的鞭策，前行的动力，“红灯”变成

“绿灯”，没有经历过困难压力的人很

难体会“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喜悦。

“亮红灯”是决战的号角。任何事

物都有两面性，党员干部做群众思想

工作时，可以明确告知已经“亮红灯”

了，重点工程再也不能耽误，干部自己

面临被问责，同时对不起全市百姓，把

被动转化为主动，拉开决战的架势，自

断退路，杀开血路。在南四环黄棠段

政策处理的最后阶段，东城街道党工

委书记徐明岳曾经被上级督办，头顶

“红灯”。但他带领一班人多次召开黄

棠村两委会，并深入群众家中，用真诚

赢得理解和支持，突破了最后难关。

“亮红灯”是黎明的曙光。黎明前

的黑暗最受煎熬，曙光就在前方，困难

考验毅力。我市金台铁路建设、330 国

道南移、四城联创、小微工业园建设、

企业转型升级等，剩下的都是“硬骨

头”。试想，永康新腾飞能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实现吗？留下的难题大多棘

手，只要不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豁出

去担当一回又何妨？为了大局得罪少

数人又何妨？“拎”着“乌纱帽”干事又

何妨？

“红灯”不可怕，泄气最担忧。汉

代思想家刘安在《淮南子·氾论训》中

说，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

必循俗 。在“亮灯”机制面前，不破法

理破常理，一项项兑现承诺，一个个难

题破解，一件件实事办好，方能扫除障

碍、转“红”为“绿”、造福百姓。

□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开浪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永康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以满堂红

收官，这一仗彰显了永康人特别能战斗的
无畏精神。站在美丽蝶变新起点，永康人
还需全力巩固整治成效，实现整治成果长
效常态。

2019 年度全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考核验收日前出炉，我市又有 5 个

镇顺利通过省级考核验收，其中 3 个

镇被评为省级样板。至此，我市全部

达标的 11 个镇中 4 个获省级样板镇、1

个获金华市级样板镇，实现了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满堂红。

今年是我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行动收官之年，也是美丽城镇建设的

开局之年。记得 2 月 26 日全省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会议提出要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吹响

“冲锋号”，确保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攻坚战圆满收官，确保 1191 个小城镇

一个不掉队，全省实现“满堂红”。永

康紧紧抓住乡村振兴、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美丽浙江大花园建设等重大战

略叠加机遇，上下齐心，打了一场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的漂亮仗，以全部达

标的收官之作，提前迈入全省“满堂

红”的行列，可喜可贺。

这一仗，不容易。能够提前成功

收官、实现满堂红，彰显了永康人敢作

敢为特别能战斗的大无畏精神，显示

了永康人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和

“两美浙江”建设中的坚强信心和决

心。想必大家都有经历和体会，我们

刚开始搞小城镇整治的时候，不要说

外省的人不理解，就是我们身边也有

很多人疑惑，说砸这么多钱下去是不

是在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非

也！浙江的这一攻坚战役绝不是面子

工程，相反它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因为浙江不能经济发展了、大城市漂

亮了，小城镇环境还是脏乱差。所以，

浙江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目的是

为了补齐城镇民生短板，为了让更多

城镇居民有获得感、幸福感。

这一仗，不容易。要让原先脏乱

差的城镇加快脱胎换骨、有机更新，不

仅要讲进度，更要重质量。因此，今年

以来我市始终坚持“时间服从质量”理

念，坚持做好“项目、生财、出彩、做强、

和谐”五篇文章，不但保证了全市 11

镇全部达标，而且其中 4 个镇获评省

级样板。这些样板镇，可不是“依样画

葫芦”画出来的，而是各具特色、文化、

故事的。否则，千篇一律就失去了整

治的意义，就没有什么味道。如“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红富士葡萄

之乡”的唐先镇、“影视风情小镇”“国

家森林文化小镇”的西溪镇、名扬四海

的“赫灵”方岩旅游小镇、“人文石柱·

匠艺小镇”的石柱镇等，都是一张张美

丽城镇的“金名片”，都是“小城故事

多，充满喜和乐”、呼朋唤友度假旅游

的好去处。

这一仗，不容易。要全力巩固整

治成效、实现整治成果长效常态，还需

要花更大的力气。可以放心的是，我

市已有“全域管控、全程监管、全方位

保障”等一系列科学化、常态化、长效

化管理举措，以保持满堂红城镇的“底

色”纯正不褪色。

永康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以满

堂红成功收官，又满怀信心地迎来小

城镇美丽蝶变的新起点。怎么在美

丽城镇建设的开局之年布好局、迈好

步，相信打了整治攻坚战的永康人，

一定会乘胜而为，“建设一个、成熟一

个、创建一个”，在以推动城乡深层次

融合发展为主线，开展环境优化、功

能提升、生活美好、产业兴旺、人文传

承、治理提效“六大行动”中，顺时应

势，开启美丽城镇创建新征程，再打

漂亮仗。

“满堂红”收官这一仗打得漂亮

□本报特约评论员
薛建国 不论是退役军人还是现役军人，都是国防

力量的重要组成。无论是炮火硝烟的战争年
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永远是国家力量
的支撑，和平与安宁的守护。

关爱退役军人就是为国家固本强基

无论是炮火硝烟的战争年代，还是

和平建设时期，军队永远是国家力量的

支撑，和平与安宁的守护，“没有强大的

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一切”，这是一条

颠扑不破的真理。

无论在哪个国家，退役军人都是一

种骄傲，是一种荣誉，是受崇敬目光注

视的一群人。中国军人是人民的子弟

兵，与人民有着血浓于水的鱼水关系。

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人民子弟兵最终

也要回归人民。所以，人民子弟兵不仅

指所有现役军人，也包括退伍、复员、转

业军人。部队有新老更替，每年都有大

批军人退出现役，这种退出也体现出了

军人服从大局的牺牲精神，这种退出带

有一定的悲壮色彩。但军人就是军人，

情感上虽然依依不舍，但命令最终还会

执行。因为他们知道，这种退出是为了

人民军队的更好发展，是为了让这支部

队永远年轻，永远活力四射。

我们党对退役军人历来十分关心，

出台了多个政策，对退役军人的生产、

生活和医疗、养老等专门作出规定。事

实上，经过部队锤炼的退役军人，具有

独特的精神、意志和品格，综合能力和

素质非常强，在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中也

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不容否认，在一

些地方，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关怀不够

好，他们把每年退役军人的安置视为头

痛事，能不接收就不接收，能少收就少

收，甚至戴着有色眼镜看退役军人，“头

脑简单，四肢发达，只会喊一二一”，所

以，在人员精减时，退役军人往往成了

首当其冲的考虑对象。军人的头脑是

简单，在祖国和人民利益面前，他们不

会思考，挺身而出，不怕流血牺牲，这种

简单难道不可贵吗？

近年来，党中央对退役军人的关爱

力度空前加大，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保

障部，给所有退役军人家庭悬挂“光荣

之家”牌匾，表彰了一批优秀退役军人，

从政治层面上给他们以尊荣。在各地

方，也成立了相应的退役军人事务保障

机构，并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准给予

经济和物质上的关怀。永康对这一工

作重视程度非常高，体现在多个层面

上。今年刚刚挂牌的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为了支持退役军人创业，该局先后

与工行、农行、中行、农商行合作，为退

役军人提供 85 亿元的创业授信资金，

截至目前，已为 20 名退役军人发放创

业贷款 4 亿元；开展首届“十大最美退

役军人”评选；民间公益组织“永康市关

爱退役军人协会”也正在积极筹备之中

⋯⋯一个政府重视，全民关注，社会各

方积极参与的关爱退役军人“系统工

程”已在永康成型。

世界局势是复杂的，中国的崛起

也让一些国家不怀好意，欲挑事端，我

们头脑中始终要绷紧“中国不容侵犯”

这根弦。退役军人是国防力量的重要

组成，他们一退役即转入预备役，一旦

有 战 事 ，他 们 就 是 可 调 动 的 后 备 力

量。“召必回”是退役军人共同表达的

心声，因为他们体内永远流淌的是军

人的血液。退役军人的今天，是无数

现役军人的明天。把关爱退役军人的

事情做好了，对现役军人是一种激励，

让他们心无旁骛，以更大的热情投身

现代军事斗争准备。

我们今天对退役军人的关爱，就是

为我们国家固本强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