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干部
送书法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楼钟飞 通讯员
李秀华）昨日下午，区委老干部局
组织区老干部书画协会理事会成
员，来到大源镇民乐小学，开展“送
书法进校园”活动。

活动现场，老干部们挥毫泼
墨，与师生们一起创作了“梅兰竹
菊”、”山林山水”等 !" 余幅作品，
并与大家一起交流书法和绘画创
作要领。

今年，富阳将深入贯彻落实全
国、全省离退休干部“双先”表彰大
会精神，在全区离退休干部中开展

“红色典藏”、“走基层、看变化、促
发展”、“争做最美老干部”和“银色
人才志愿”四大活动。“送书法进校
园”是“银色人才志愿”活动内容之
一，旨在进一步发挥老干部作用，
助力富阳教育文化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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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访谈

狠抓工农业生产节水
助推节水型社会建设

记者 胡红吉 通讯员 吴俊杰

———访水利水电局局长余荣儿

工农业生产节约用水，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是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
组成部分。为落实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助推富阳节水型社会
建设，区水利水电局将推广农业
节水灌溉、抓好工业节水作为推
动水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的重要
措施，大力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
率和效益，不断促进富阳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和节能减排目标的
实现。

我国是农业灌溉大国，没有
农业灌溉用水的节约，建设节水
型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根据全
国第一次水利普查统计，富阳共
有 #$% 处灌区，总灌溉面积
!&'() 万亩，其中 *& 亩以上有效
灌溉面积 $*'#$# 万亩，实际灌溉
面积 $!'$! 万亩。富阳粮食作物
以单季稻为主，轮种小麦、油菜
等，经济作物有蔬菜、林果等，其
中水稻为主要耗水作物。

近年来，区水利水电局不断
加大对灌区水源工程、渠系工程
等建设的投入，改善灌区基本设
施。$&+% 年共实施喷微灌项目
%* 个，其中新增固定性喷微灌面
积 *&$& 亩、经济型喷微灌面积
+&(& 亩，完成农田水利建设渠系
改造 +$$'&+ 公里，节水改造 ,&&

亩。
-&+& 年，富阳农田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为 &'**，-&+! 年
为 &'*(-。通过建设及完善灌区

农田设施，提高了农田灌溉管理
水平。-&+% 年，富阳农田灌溉水
有 效 利 用 系 数 提 高 到
&'*,+，-&+* 年力争达到 &'#。区
水利水电局将继续加大对农田
水利设施的建设，努力将农田用
水从传统的粗放型模式向集约
型模式转变。

工业节水方面，根据国家水
利发展“十二五”规划要求，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必须降低
!&.，这是“十二五”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对此，区
水利水电局结合全区造纸行业
整治提升工作，逐步落实最严格
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实行有
偿取水、计量收费、计划用水等
制度，引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
提高排放标准、降低吨纸排放水
量，提高综合用水重复利用率等
综合措施，吨纸产品排水量由
-&+& 年的 -& 吨左右降低到 +&

吨左右，综合废水重复使用率由
-&+& 年的 %).提高至 #).。从
全区工业来看，总体用水效率不
断提升，-&+% 年富阳万元工业增
加值的用水量为 #)', 立方米，较
-&+& 年下降 !,.。

同时，区水利水电局还积极
深入地推进节水型企业建设，引
导企业开展节水技术改造，推动
企业对标达标，降低单位产品用
水量，提升工业水循环利用水
平，努力在工业领域形成节水型
企业建设的长效机制。

重点乡镇（街道）和部门

+!

富阳建筑业总税收
去年达到 %',亿元

本报讯（记者 徐时松 通讯员
陈辉）记者近日从区 -&+* 年建筑
业行业管理服务工作会议上了解
到，去年富阳建筑业总产值达到
-&#') 亿 元 ， 比 -&+! 年 增 长
-!'-.，上缴税收 %', 亿元。

目前，全区建筑业企业共有
-+& 家，从业人员 ( 万余人。其中，
主项一级资质企业 -! 家，二级资

质企业 #& 家，三级资质企业和劳
务企业 +-( 家。

去年，全区共办理建设工程
施工许可证 -%+ 项，建筑面积 !#&

万平方米；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手续 +!- 项，建筑面积 +!,

万平方米。其中，获 -&+% 年度杭
州市建设工程西湖杯优质工程 !

项、富春杯优质工程 ++ 项。

大源溪“河长制”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项工作专治大源溪
年底基本解决垃圾河黑臭河源头治理问题，水质达到Ⅳ类
本报讯（记者 王杰）昨日，大源

溪“河长制”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区领导吴玉凤、董伟出席。

区委副书记吴玉凤一行先后来到
灵桥镇王家宕入江口水质监测站、董
家桥村、大源镇震龙排涝站、蒋家村等
地，查看大源溪整治及水质变化情况，
随后召开大源溪整治工作会议。区水
利水电局、区环保局、大源镇和灵桥镇
等部门和乡镇先后汇报今年以来大源
溪整治工作推进情况。

今年，大源溪流域各乡镇和相关

部门计划开展 !! 项工作，通过控源、
截污、清淤、修复等多种措施，对大源
溪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综合治理，
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确保 -&+* 年底
基本解决垃圾河、黑臭河源头治理问
题，大源溪水质达到!类水质，实现

“水清、流畅、岸绿、景美”的目标。
吴玉凤指出，今年是“五水共治”

工作全面铺开的第二年，是巩固之年、
深化之年和关键之年，要进一步巩固
成效、防止反弹、深化治理、确保长效。

吴玉凤要求，要深化思想认识，充

分认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全
力以赴打好“五水共治”组合拳；要强
化综合施策，全面推进工业污水、农村
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污染整治等工作；
要加大美丽家园建设，做好大源溪整
治与美丽乡村、精品线路建设、城市治
理创新、地域文化建设相结合的文章；
要落实长效机制，完善日常保洁、巡
查、每月例会等制度，进一步压实责
任；要营造共建氛围，提高百姓的主体
意识、参与意识，形成治水为大家、治
水靠大家的氛围。

黄海峰赴渌渚镇、洞桥镇、新登镇调研新农村建设

夯实基层基础 建设美丽乡村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昨日下午，

区委副书记、区长黄海峰赴渌渚镇、洞
桥镇、新登镇调研新农村建设工作。

黄海峰首站来到位于渌渚镇阆坞
村的富阳长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该
公司致力于矿山复垦地铁皮石斛设施
栽培、育苗、种植、销售于一体，是
-&+% 年杭州市级设施农业示范园。眼
下正值石斛花季，塑料大棚里有不少
游客在采摘花朵。公司负责人说，顾客
慕名而来，采回去的花可以泡茶也可
以浸酒，很受欢迎。他们还尝试了盆栽
认养制，得到客户的好评。黄海峰鼓励
企业要通过“互联网/”创新经营模
式，拓展销售渠道，扩大企业效益。

桃花岭是渌渚镇海拔最高的村，
自然环境优美，全村森林覆盖率 )&.

以上，以竹林为主。村干部介绍，村内
闲置老房屋较多，且紧邻新登镇半山
村，拥有较为突出的生态环境优势，目
前正在进行环境整治，将着力打造高
山民宿。黄海峰说，优美的生态环境是
发展民宿的先决条件，但要保持可持
续发展，必须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丰富
的旅游资源。下一步要结合本村实际，
合理规划，系统谋划，打造有品质的民
宿，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住下来。

-&+% 年以前，因土地利用限制、
村庄规划不合理等，洞桥镇袁家村建
房难问题突出。新一届村干部上任后，
把解决建房难问题作为为民履职的突
破点，抓住“三改一拆”契机，拆除危旧
房，腾出近 -&&& 多平方米的建筑用
地，有效缓解了建房难。黄海峰说，实

践证明，一个村级班子的战斗力、凝聚
力强，一个地方就发展得好。建设美丽
乡村，要靠基层党组织，靠一线党员干
部。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按照“三严三
实”的要求，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谋实
事、干实事，才能推动各项事业的发
展。

黄海峰还前往渌渚镇岘口村、董
湾村、六渚村、杨袁村，洞桥镇大乐村、
里仁村、三溪村、枫瑞村和新登镇和山
村，调研中心村建设、孝子湾文化公园
建设、山体滑坡治理工程、道路拓宽工
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三改一
拆”、新农村项目建设等工作，并看望
慰问富阳第七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浙江富阳思达机械有限公司员工高
亮。

▲

老干部与学生一起创作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