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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雨止转阴到多云；
后天多云到阴。今天气温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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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望富春”
文化周启幕
【编者按】 一幅“家
园”画卷。因为公望，因为
山水，因为文化，富阳用
五年的坚守，亮出《富春
山居图》实景地秀外慧中
的城市气质。

八旬阿婆满身污泥，民警背她走出 #%% 米泥泞路

这个场景
感动了很多人

不负山水
不负公望
□本报评论员 何芳芳
连绵大雨，在富春江上升起水
雾缭绕之仙境。置身其中，不知今
夕何夕。遥想 6
0
0多年前，突然懂
了《富春山居图》中“浩渺连绵，草
木华滋”
的人间胜景。
走在黄公望隐居地，时常以为
转个弯就会和那位隐者相遇，他牵
引着我们走进水墨山水，触摸艺术
与美。要感谢他——
—因为他，得以
认识身边这幅山水的美；因为他，
这座城有了独一无二的灵魂和气
质。
从农业大县、造纸之乡、再生
铜冶炼基地、光伏基地及至孙权故
里、郁达夫故乡、
《富春山居图》实
景地，富阳的标签更替蜕变。与此
相伴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方位
渗透，以城市为整体的品牌营销竞
争日趋白热化。一座城市的精准定
位关系到品牌价值潜力，关系到城
市获取资源最大化。当黄公望从隐

【编者按】一个“回家”的故事。那一身警服背起迷途的
阿婆，在微信朋友圈里疯转。我们看到了，泥泞路上的每一
个脚印都如此生动温暖。
“公望富春”文化周开幕式 记者 骆晓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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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地走到世人面前，我们才后知后
觉，富春山水才是这座城市的根
本。
“儒雅只因文脉在，家山毕竟富
春山”
，这里的名人、名史、名产、名
景，都靠着山山水水的滋养。不负
山水，
不负公望，
或生名城。
于是，就有了富阳的城市标
识，有了 VI
S系统，有了“《富春山
居图》实景地”为精神内核的城市
品牌和一年一度的“公望富春”文
化周活动。
倏忽间，
《富春山居图》合璧展
五年，
“公望富春”文化周走到了第
五届。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因
为城市品牌营销的持续深入，城市
的内涵不断提升，文化愈加繁荣，
个性更为鲜明，市民的认同感、自

豪感也写在脸上。富阳，杭州的“第
九区”，以强烈的文化自信掀开跨
越发展的新篇章。
2
0
1
6年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
杭州这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朝
气的创新活力之城，
将宾朋满座，
华
丽绽放。举办 G2
0峰会，杭州以更
高的国际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主
动融入全球化，
杭州的知名度、
美誉
度大大提升，富阳也将充分承接溢
出效应，
《富春山居图》实景地的隐
世之美将更多展现在世人面前。
时代给了城市莫大的机遇。富
阳，当抢抓峰会“时间窗口”，发挥
“峰会效应”最大化，胸怀底气，坚
定自信，迈出发展的关键一步。不
负山水，不负公望。

别了
三轮车
【编者按】 一曲“离
别”的笙箫。正如徐志摩
“再别康桥”
，没有悲伤，
却有满满的回忆。从辉煌
到退出，都是为了城市更
好地前行。谢谢你，三轮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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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绿色发展 共建美丽家园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区长 黄海峰
今年 ! 月 " 日是第 #" 个世界环境日，
国家环境保护部确定我国的环境日主题为
“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旨在动员
引导社会各界着力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和绿色发展理念，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履
行环保责任，呵护环境质量，共建美丽家
园。
“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主题充
分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贯彻落实“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坚定决
心，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的关切
和期待，增强了全社会对改善环境质量、共建
美丽家园的信心和愿望，倡导全社会群策群
力，共同行动，积极参与到改善环境质量、全
力打好补齐生态环保短板攻坚战的行动中
来。
近年来，在习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富阳坚持绿色发
展、积极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生态文明建
设力促转型升级的新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我区顺利通过国家
了显著成效。$%&" 年 ! 月，
级生态区创建考核验收，全年富春江跨区域
交接断面水质省级考核优秀，今年 $ 月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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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回了浙江省“五水共治”工作最高荣誉——
—
“大禹鼎”
。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事业。全区上下要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
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深谋绿色布局，深化环境治
理，深挖生态潜力，加快建设生态优美、环境
宜人的美丽家园。
共建美丽家园，必须推进绿色发展。十八
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
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
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富阳要继续坚持把环境立区作
为城市发展的核心战略，切实抓好传统产业
的改造提升，不断引进和培育发展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电商物流、现代金融等
绿色新兴产业。要更加突出山水特色，
打造绿
色富阳，千方百计保护和开发好生态环境和
自然资源，巩固深化生态区创建，让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使绿水青
山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
共建美丽家园，必须改善环境质量。坚

持为民、问题、创新“三大导向”，以污 染 行
业整治、流域综合环境治理、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为抓手，切实改善全区生态环境质量。
要通过“两路两侧”
“ 四边三化”专项整治消
除视觉污染，并结合治水、治 气 、治 废 等 工
作全面保障环境质量。切实打好“五水共
治”决胜战，加强农业面源污 染 治 理 ，深 入
推行刷卡排污，加快推进清淤工作，做好城
区截污纳管，防止黑臭河反弹。按照“五气
共治”的要求，全面开展区域内燃煤锅炉淘
汰和清洁化改造，深入治理挥发性有机物
（'()）、工业烟粉尘，加快治理“汽车尾
气”，强化治理各类堆场扬尘、餐饮油烟，控
制露天垃圾焚烧，并加大热电、水泥等行业
脱硝设施运行的监管。
共建美丽家园，必须强化执法监管。要
健全完善环境监管体制，加强应急管理体系
建设，继续推进“零容忍”执法，增加日常执
法监管频次，遏制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发
生。在日常监管执法中，坚持一般区域定期
查、重点区域反复查、一早一晚突击查、特殊
行业重点查、接到举报立即查、发现问题及
时查的“六个必查”。切实用好新《环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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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武器，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执行好
护航 *$% 环保百日执法专项行动方案，严格
执法监管，建立信息联动机制、网格化环境
监管体系，整合资源、综合 执 法 ，真 正 做 到
“不查不放过、不查清不放过、不处理不放
过、不整改不放过”，全力保障环境质量稳定
达标和环境安全。
今年，*$% 国际峰会在杭州召开，给富
阳带来重大机遇和诸多挑战，尤其是对做
好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责任
重大、意义深远。要以服务保障 *$% 为圆
心，继续全力打好“融合发展、环境治理、安
保维稳、项目建设、作风整治”五大攻坚战。
要以“天蓝、水净、气清、景美、序畅、人和”
的环境为目标，加强组织领导，明确部门责
任，严格执法监督，确保环境整治工作出成
效，以优良的环境质量，为服务保障 *$% 峰
会顺利召开贡献力量。要化压力为动力，乘
“峰”而上，推动富阳加快融合发展、转型升
级，早日建成生产美的智慧新城区、生态美
的绿色新城区、生活美的人文新城区，描绘
好“三美三城”融合共生、相 得 益 彰 的 富 春
山居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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