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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望富春”
文化周系列报道

区政府召开
第 :; 次常务会议
学习《大气污染防治法》，讨论研究《富阳区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昨日，区长
黄海峰主持召开区政府第 :; 次常务
会议。会前邀请专家解读《大气污染防
治法》，会议讨论研究《富阳区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
等事项。区政府领导方仁臻、徐林亮、
王小丁、王书评、裘富水、孙洁、林泉
军、
张霖参加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徐松泉列席会议。

世界环境日来临之 际 ，
学习《大气污染防治法》
在 < 月 ; 日世界环境日来 临 之
际，区政府邀请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
法室一处处长刘海涛为富阳政府部门
领导干部解读《大气污染防治法》。
刘海涛有着丰富的行政法规方面
的立法经验，他从修法的必要性、立法
过程和意义、修改的思路和主要内容、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四个方
面，提纲挈领解读《大气污染防治法》，
并对富阳乡镇（街道）环境质量报告制
度等创新举措作出点评。
“大气污染防治”是近年来全国各
地的热词。富阳于 "#8= 年出台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通过 = 年努力，
全区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重污染
天气基本消除；到 "#8: 年，细颗粒物
（>?"@;）浓度在 "#89 年的基础上下降
"<A以上。今年是 !"# 峰会保障年，
全
区开展环境整治攻坚战及百日环保执
法专项行动，有效推进水、气、声、废等
方面的治理。
会议要求明确防治目标，坚持燃
煤烟气、工业废气、车船尾气、工矿扬

尘、油烟餐饮排气等“五气共治”
，抓源
头、综合抓。要狠抓重点难点。淘汰落
后产能、重高行业，加大力度推进热
电、工业锅炉清洁化改造和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要科学有序防治。摸清污染
底数、建立档案，指导企业合理安排生
产经营，
部门联动执法严管。要强化责
任落实。加强党政同责，严格督查考
核，坚持环境质量定期报告制，自觉履
行义务、
接受人大监督。

制定管理办法，加强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管
区市场监管局普查数据显示，全
区现有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8B# 家，
以家庭成员生产经营为主，从业人员
;"# 余人，
主要品种为豆制品、馒头、土
烧酒、年糕、笋干等，大部分是生产加
工民间传统食品。其质量控制、
安全管
理等主要依靠经验积累，硬件条件差，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亟待整治、
监管。
结合调研情况，根据上级文件精
神，富阳起草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发布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高风险行业清单”
，划分
监管边界，明确监管职责，整合监管资
源。
会议原则通过该办法，并指出民
间传统食品生产加工既是食品安全管
理难点，也包涵承载乡愁、延续历史的
饮食文化，相关部门要分类施策，规范
管理、合理引导，通过整治监管，全面
提高食品生产加工作坊的制作工艺水
平、现场管理能力，保障“舌尖上的安
全”。

进一步打响富阳城市品牌
搭建两岸交流合作的桥梁

"#8<“公望富春”
文化周启幕
本报讯 （记者 骆晓飞 实习
记者 许媛娇）昨日上午，黄公望
"#8< 年度“公望富春”文
隐居地，
化周在诗情画意中启幕。区领导
吴玉凤、赵玉龙、华之江、蒋建民、
夏芬，两岸书画家代表、两岸师生
代表、常熟市文联、黄公望研究会
代表、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富春
山居随想》创作演出团队代表、富
阳文艺界代表、黄公望村群众代
表，富阳区有关部门及乡镇 （街
道）负责人，共 "9# 多位各界嘉宾
参加活动。
“水送山迎入富春，一川如画
晚晴新。”伴随着唐代吴融《富春》
配乐诗朗诵旋律，姑娘小伙翩然
起舞，诗意开场。本届“公望富春”
文化周结合《富春山居图》合璧 ;
周年、
“ 撤市设区”
8 周年开展一
系列活动。
开幕式以“回顾和展望”为主
—缘来公望”拉开
题，以“序章——
序幕，接着以山水公望、遇见公
望、因为公望、同源公望、公望富
春五个篇章，对历届“公望富春”
文化周进行回顾和展望。五个篇
章以每年文化周发展历 程 为 主
题，邀请著名诗人黄亚洲和本土
诗人蒋立波、苏波、陈铿，创作了
一批反映《富春山居图》原创地、
实景地风貌的诗歌，现场诗人们
深情朗诵了各自的原创诗歌，以
诗歌串联起每个篇章。在古今对
话、诗画交融的美好意境里，区文
联主席严琦、浙江歌舞剧院原院
长董兰兴、黄公望研究者蒋金乐

开幕式现场
和常熟、台湾嘉宾等，以“亲历者”
的身份，共同回顾历届文化周的
精彩亮点，分享文化周创办 ; 年
来的点滴故事。两岸小朋友则表
演了扯铃、花样跳绳，并各自写下
了年度汉字——
—“桥”
。台湾著名
书画家罗永贵、齐白石门人周京
生等两岸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
展现书画的魅力。
会上，区委副书记吴玉凤宣
布 "#8< 年度“公望富春”文化周
开幕，并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
持富阳的建设和发展，为富春山
居新画卷谱写新篇章、再添新风
采。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玉龙
在致辞时说，因为公望，富阳每年
都会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并提出

了“公望富春”文化周概念；因为
公望，文化界人士创 作 了 许 多
“诗、书、画、印、歌”等优秀的文艺
作品；因为公望，富阳建设了黄公
望隐居地，富春山馆也将于今年
B 月落成开馆。可以说，
“ 因为公
望”，富阳不断向海内外展示着富
春山水的独特魅力，富阳这座城
市的魅力越来越强，越来越熠熠
生辉，进一步打响了富阳城市品
牌、搭建了两岸交流与合作的桥
梁。希望“公望富春”文化周越办
越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讲好
中国故事。
开幕式活动由区委宣传部主
办，区委统战部、区教育局、区文
广新局、区文联、区台办、杭州市
城市品牌促进会等部门协办。

艺在富春：富春山居
“乡村匠人”
汇启幕
!"# 来了，遇到外国友人
你会如何推介美丽富阳？

去“推介词专栏”
补补英语水平吧
本报讯 （记者 李宇雯 通讯员
蔡昱明）为迎接 !"# 峰会，向世界展
示年轻“第九区”富阳的秀美山水和
深厚底蕴，团区委、区志愿者协会以
提升全民英语沟通能力为重点，创
新推出“美丽富阳”英文推介词征
集、
“英语讲师团”招募、英语会话公
开课等三项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得到了广大市
民的积极参与，先后收到 "## 余份
“美丽富阳”英文推介词，如 $ %&'(%，

) *)&+,&+- )+. ) /&,0，
1(2/34( ,3
567)+-（一江一画一座城，欢迎您来
到富阳）；招募到 89 名英语骨干志
愿者；"## 余人次参加免费英语公开
课，掀起“全民学英语，助力 !"#”的
浓厚氛围。
昨日起，团区委依托“富阳青
年 ”微 信 公 众 平 台 ，开 设“ 美 丽 富
阳”英文推介词专栏，展示优秀作
品，帮助市民更好地宣传富阳、推
介富阳。

去龙门古镇
体验一把做乡村匠人的乐趣
本报讯 （实习记者 许媛娇 牌、龙门乡土美术馆揭 牌 等 仪
记者 骆晓飞 通讯员 蒋劲超）昨 式。省珠宝首饰行业协会创作基
日下午，作为“公望富春”文化周 地建成后，中国美院学生将会前
系列活动之一的“艺在富春：富春 来进行作品创作和展卖。龙门乡
山居‘乡村匠人’汇”启动仪式在 土美术馆由龙门古镇和区 美 协
龙门古镇义门小广场举行。区领 合力打造，在这里，你可以领略
导赵玉龙、裘富水、蒋建民等参加 到区美协和各地艺术家们 以 富
春山水和龙门古镇为素材 创 作
活动。
启动仪式前，暖场活动充满 的画作。
在古镇文化礼堂世德堂、非
了民俗特色，
《弟子规》诵读、东吴
战马、东吴神龙、跳魁星、汉服走 遗园、小迷宫、七房厅等地，来自
秀、古琴笛萧演奏等引来现场观 富阳本土的手工艺人和文 创 企
业，为游客与村民带来了一场以
众阵阵掌声。
暖场活动后，相继举行了省 “创意、艺术、非遗”为主题的“乡
展览活动。展览内容包
珠宝首饰行业协会创作基 地 授 村匠人汇”

括藤编、陶瓷、根雕、古墨、布艺
画、工艺伞、琉璃、首饰等 8# 余
种，现场不仅有作品展示说明，还
能进行互动体验，让游客朋友体
验一回做“乡村匠人”的乐趣。此
外，展厅内还有花道、茶道表演、
创意集市等精彩活动。
“艺在富春”活动由区委宣传
部主办，区文创办、区文广新局、
区运休办、富阳日报社协办。此次
展览活动从 < 月 8 日持续到 < 月
88 日，市民朋友可以到龙门感受
匠人匠心，接受艺术熏陶，领略博
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遭遇环境污染事故，
能否从容应对？

社区如何治理？基层党建如何开展？“三社联动”怎么操作？

应急演练检验实战水平

富春街道开展社区建设培训

本报讯 （记者 蒋立红 通讯员
水阀门，将场地消洗水倒入应急池，
杭州立富实业有限公
徐玲）
“88# 吗？
并立即向区政府、杭州市环保局报
司二异丁酯泄漏，有人烫伤了……” 告。监测人员通过现场布点，对空气
< 月 8 日下午，富阳区 !"# 环境质
质量进行现场监测，并对厂区雨水
量保障应急演练在焦急的报警电话
总排口及周边水沟进行取样监测。
中拉开序幕。区政府应急指挥部立
与此同时，环保部门调度区级应急
即启动应急预案，环保、公安、卫生、 物资储备点内的应急物资，要求属
安监、
乡镇、
企业迅速进入状态。
地乡镇组织人员待命，随时对周边
此次应急演练模拟背景为：下
沟渠采取拦截措施 （如有废水外
午 8：##，杭州立富实业有限公司二
漏）。
异丁酯生产车间内一反应釜阀门破
经过紧张的现场处置后，事态
损，导致釜内 : 吨左右的二异丁酯
基本得到控制，未发生重大环境污
成品发生泄漏，烫伤 8 人。88# 指挥
染事故。区政府应急总指挥到达现
中心接到报警后于下午 8：
#: 发出 场后，立即组织召开“现场应急处置
相关指令，
各部门立即开展行动。
会”
，部署事故处理后期工作。
环保部门于下午 8：
"; 到达现
此次环保应急演练旨在提高部
场后发现，企业已经开展封堵漏口、 门、企业应对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置
泄漏物回收等工作。环保部门要求 能力，建立健全预警和应急机制，护
企业关闭厂区雨水，打开应急池进
航 !"# 峰会。

本报讯（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王骄阳）富阳很多社区里都摆放着
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你是否知道手
中垃圾该投向哪只？
“做好垃圾分类投放，任重道
远。可以说，垃圾分类水平，
直接反
映出城市文明程度。”在近日举行
的富春街道社区建设工作培训班
上，杭州市固废中心副主任王梅兴
说出这席话。他列举了日本、德国
等地在垃圾分类投放方面的好做
法，讲解了《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和生活垃圾“三化四分”的具
体做法，与会的富春街道 "" 个社区
负责人及社区建设站成员等 :# 余
人，
听得津津有味。
社区作为责任主体，参与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只是社区治理的一
项工作。此次培训围绕社区基层党
建、
城市治理、
“智慧社区”
建设、
“三

社联动”等内容，采用专家授课、实
地参观、
学员互动等方式开展。
富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以社区建设为切入口，扎实推进城
市治理各项工作，着力打造村社治
理升级版。

富春街道社区建设经验
去年以来，富春街道在江滨社
区试点开展“智慧社区”建设工作，
以“全能富春、
C 动江滨”为主题的
全能社工、网上家园、
红色先锋等软
件开发，已初步成型并开始试运行。
社区居民按照红黄蓝绿紫五种颜色
实行分色管理，社区信息实时向居
民公开播报，社工服务走进网格实
现痕迹管理，邻里交流有网上互动
空间，党建有智慧平台，努力打造一
个集全能社工、智慧党建、智能物
业、智能生活的智慧型社区。
党建是一切行动的保障。作为
城关街道，富春街道共有基层党组

“两
织 9<" 个，涵盖建制村、社区、
新”等所有党组织类型，党员 <B9:
人。街道充分发挥全体党员、共建
单位作用，因地制宜搭平台，
借势借
力显亮点，形成“党员带头、居民参
与、社会支持”
的社区党建新格局。
同时，富春街道正在全力推进
社区建设、全能社工、社会组织的
“三社联动”新课题的开展。在社区
治理中，社区是综合平台，社会组织
是载体依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
一支不可或缺的专业力量，
“三社联
动”不是三项业务的简单拼盘，而是
三个主体有机融合、
相互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