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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雨；后天阴有雨或雨夹雪。今天气
温-3℃—5℃。

! ! !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富阳撤
市设区一周年，融杭之路、转型之
路走得怎么样？!"# 峰会在杭召
开，富阳会以怎样的主人翁姿态服
务和保障峰会？后峰会时代，富阳
将如何借力，继续推进融杭发展？

“十三五”期间，富阳发展的关键词
又是什么？

昨日下午，正在参加杭州市两
会的区委书记姜军接受浙江日报、
浙江在线、杭州日报、都市快报、杭
州网等媒体的联合采访，对以上各
个问题，作出解答。

关于富阳撤市设区一周年

记者 !

!"#$

富阳以 进 京 赶 考

的姿态推进各项工作开展!你觉得

富阳这一年的努力能打几分"

姜军! 富阳只有融入杭州，由
县域经济向都市经济发展，才是富
阳唯一的、能够实现跨越发展的必
由之路。真心融入、完全融入的意
识已经成为全区干部群众的共识。

这一年，富阳在民生融合方面
交出满意答卷。富阳提出三年时间
实现 $# 项民生保障方面的政策完
全对接，去年启动 "% 项，投入资金
&'" 亿元，用于民生政策与杭州融
合，富阳已有$# 余万人（含医保）
首先享受到融入的好处。

这一年，富阳在交通先行方面
有所突破。富阳群众最关注的 ("#

国道杭富收费站于去年 % 月 & 日
取消收费，撤除富阳与杭州之间的
藩篱；杭富城际铁路开工建设，建
成以后将实现与地铁 ) 号线零换
乘；二绕开工建设，将对富阳西部、
北部地区居民出行带来重大利好。

这一年，富阳产业转型升级不
断推进。富阳引进世界 %## 强、全
国 %## 强的企业，其中投资 &# 亿

元以上的项目近 &# 个。京东电商
园、首创奥特莱斯等项目将在“十
三五”期间产生良好效益，必将对
富阳产业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

“赶考”的内容已经纳入富阳
“十三五”规划，在产业布局、功能
定位、城市分工等方面做了明确部
署。这一年来，我对富阳的“赶考”，
总体上是满意的。如果真的要问能
拿多少分，还是交给老百姓来评判
吧。

记者! 富阳撤市设区一周年!

富阳赶考如果有科目的话!你最满

意的是哪一科"

姜军!富阳在交通、产业转型
上都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我最满意
的是生态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富阳以壮士断腕的气魄和决心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开展环境整治工
作，富春江水质十年来首次达到优
秀。这方面，富阳应该可以拿一个
高分。

关于富阳"十三五#规划

记者! 富阳
!%&$

年的年度关

键词是#融$!那%十三五&时期富阳

的关键词是什么"富阳将从哪些方

面入手!实现关键词背后的各项工

作"

姜军!“十三五”期间富阳的关
键词，我认为是———追梦。

富阳“十三五”规划确定了“智
慧山水城，都市新蓝海”的定位。富
阳在今后五年中，要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富阳发
挥山水优势，通过自身发展，为杭
州大都市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年，富阳将围绕服务 !"#

峰会，开展大攻坚行动，在“十三

五”开局之年，在融杭的道路上交
出富阳人的答卷。

关于服务保障
&'(

峰会

记者!以服务
'!%

为圆心!富

阳
!%&$

年做了哪些工作"

姜军!

"#&% 年，富阳已提前调
整到峰会频道，进入到峰会状态、
纳入到峰会时间，全区上下服务保
障 !"# 没有旁观者，都是主人翁。

"#&% 年，富阳主要围绕“生产
美、生活美、生态美”三方面开展
!"# 服务保障工作，呈现很多亮
点。五水共治方面，富春江水质十
年来首次达到优秀；产业结构进一
步优化。信息智慧经济有 (## 多亿
元的销售，增幅前所未有。四边三
化、两路两侧方面，富阳除完成杭
新景沿线 (" 个点的整治工作之
外，自加压力，增加沿富阳主要道
路 &*(" 个整治点，目前基本整改
到位。春节之后，富阳将开展全区
范围内环境治理攻坚战。富阳要以
靓丽的姿态迎接峰会的到来。

记者! 如果
'!%

峰会的宾客

来到富阳!你最推荐他们到哪个地

方"

姜军!我想邀请宾客们来富阳
“望山看水品乡愁”。

“望山”，是因为富阳的山都有
故事有文化底蕴，宾客可以在安顶
山上品云雾茶，在龙门山下看古
镇，在富春山前看旷世名作《富春
山居图》。

“看水”，是因为富春江富阳段
%" 公里，风烟俱净，天山共色。

“品乡愁”，是想请宾客们来看
看富阳的美丽新农村。习近平总书

记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美
丽的富阳农村对国外宾客有很大
的吸引力。富阳致力于打造“让原
住民自豪，让城里人向往，让游客
痴迷”的新农村，追求生产美、生活
美、生态美相结合的新农村建设。
这两年富阳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
不遗余力，富阳的农村从观念、生
产方式、生活理念方面都产生了深
刻变化。王澍老师参与设计建设的
文村，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此外，富阳东梓关设计小镇、
大源望仙社区都是杭派民居代表，
形态上恢复了杭派民居的经典形
态，功能上满足当代村民对新生活
的美好向往。重构乡村美与生活，
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想必也是中外
游客感兴趣的。

记者!后
'!%

峰会时代!富阳

将如何借力!继续做好融杭发展之

路"

姜军!举办 !"# 峰会是杭州千
载难逢的机会，也是富阳对接杭州
的大好时机。后峰会时期，富阳将
从以下几方面做好融杭发展之路。
一是以峰会的标准来要求各项工
作开展，要求各级干部向峰会标准
看齐。二是在招商上选资引才，
!"# 峰会之后召开的 +"# 峰会，将
汇聚 "# 国首脑和 "# 国以上的商
业大佬。这是富阳开展招商引资、
招商选资、招商选才的大好时期，
富阳要抓住他们在全球布局的契
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争取能有
项目在富阳落户。三是要做好“美
丽经济”的发展形态，既要保护好
富阳的生态，传承好富阳悠久的历
史文脉，又要推动富阳生产生活的
深度融合，更好地统筹城乡和谐发
展，真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科学论断。

来富阳“望山看水品乡愁”

! ! ! !参加杭州市两会的区委书记姜军昨接受多家媒体联合采访，
他代表富阳人民，欢迎各国宾客———

█ "望山$%是因为富阳的山都有故事有文化底蕴%宾客可以在安顶山上品云雾
茶%在龙门山下看古镇%在富春山前看旷世名作&富春山居图'(

█ )看水$%是因为富春江富阳段
%"

公里%风烟俱净%天山共色(

█ *品乡愁$%是想请宾客们来看看富阳的美丽新农村+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昨天
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俗话说：“过
了小年就是年。”大家所关心的
春节天气，也终于有了“半边眉
目”。

" 月 % 日开始直到 &# 日（正

月初三），富阳将出现一段持续

晴好天气，气温逐日回升，特别
是正月初一至初三，白天比较暖
和，最高气温可达 &,!。" 月 &&

日至 &( 日，也就是长假后半程，
天气系统再次变化，可能有弱降
水和降温。

春节天气有眉目了！晴暖升温可达18℃
春节天气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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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十件大事评选活动

一江清水送杭州
重构乡村的美与生活

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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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环境污染犯罪
首批9人被判刑
哪些行为会触“线”
不妨看看这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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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家银行值班网点
扫一扫二维码了解

大年初一起
城区银行停业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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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去看看自己出钱
维护的村路修好没有

三轮车侧翻
老人被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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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推出免费服务
为八十岁老人送餐

一荤两素一餐 ) 元
每天中午风雨无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