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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一条街”垃圾“爆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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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价迎年内最大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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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富阳老电影院

今年“53岁”的富阳老电影院，昨日拆除了。

建于1964年的老电影院，承载着老富阳人对这座城城市“最时髦”的记忆：它是富阳第一家专业电影院，也曾是富阳设

施最好的电影院，老富阳人为了一张电影票甚至愿意用生活物资来换。如今，因为鉴定为涉及公共安全的C级危房，老电影

院与富阳人正式说“再见”了。 记者 朱啸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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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今天气温19℃—26℃。

点赞美丽富阳
本报讯（记者 王杰 通讯员 董杰

军 江栗峰）每天凌晨5点多，61岁的孙
海潮就会穿上工作服，踩着新登环卫所
的垃圾收集车，沿着护城河市桥头至南
门头段，上门收集居民家的垃圾，风雨
无阻。

护城河市桥头至南门头段两侧，共
有住户400多户。去年9月起，孙海潮
和汪善雪负责这一区域的垃圾收集。

另一名垃圾收集员赵江洪，则负责
收集护城河南门头至东门路段共 170
多户住户的垃圾。

垃圾上门收集，每天至少两次。早
上6点多，孙海潮就已在护城河边，一
一拿起住户们放在门外垃圾桶，将垃圾
倒入垃圾收集车。

住在城河西路 47 号的唐老伯，已
在护城河边生活了 30 多年。他说，以
前护城河边上，建有多个垃圾房，有些
垃圾扔在外面，掉入护城河；有的垃圾，
是住户直接从二楼扔下来的。实行垃
圾上门收集制后，他觉得很好，护城河
边垃圾臭气难闻的情景，一去不复返
了。就连护城河里的垃圾也变少了，水
也更清了。

在护城河边开了10多年理发店的
徐先生说，以前有个垃圾房，和理发店
相距不到 20 米，每天都能闻到一股臭
味。如今垃圾房拆了，住着也更舒服
了。

新登镇是千年古城，有着保存完好
的古城墙和护城河。护城河从葛溪横
坝滩流出，终点至贤明桥，流经东安、登
云、古城、惠来4个社区，沿线居民楼有
400幢。

因上游水量减少、居民生活污水直
排等原因，护城河曾戴上了“黑臭河”的
帽子。2015年9月，新登镇启动护城河
整治工程，打出了清淤、截污、拆违、配
水、保洁组合拳，多管齐下共治护城河。

该镇又先后成立河道治理工作小组、“清三河”反弹隐患排
查拉网工作领导小组等，重点排查“黑臭河”、“垃圾河”、河道保
洁机制运行、截污纳管及河道清淤等情况。

“这两年河水干净多了，住在附近的居民都很高兴。”孙先生
家住护城河边，为了配合护城河整治，他关掉了经营多年的浴
室。据新登镇相关负责人说，自去年以来，护城河多月水质监测
为Ⅲ类，长期保持在Ⅳ类以上。

下一步，新登还将进一步开展护城河综合整治。世界银行
贷款项目新登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将护城河沿线的共和、双溪、
秉贤、塔山、古城社区等村社的生活污水截污纳管，纳入污水处
理厂处理。目前，该工程正在铺设污水主管。

而护城河综合整治工程将依托世行项目污水主管，拆除原
架设在护城河上的临时排污管，并对周边入河口进行再排查，对
未纳入世行项目的入河口截污纳管，做到应纳尽纳，源头把控，
切实提升护城河水质。同时，通过环境整治、景观再造以及重点
区域河床清淤等措施，不断提升护城河品质，打造清澈见底重现
碧水绕城的美景。据悉，该工程目前已完成初步设计，计划6月
中旬开工建设。

此外，新登还计划通过种植水生植物、放养生态鱼类等手
段，多途径探索水质提升方式，让护城河水更清、景更美，让新登
人生活得更加幸福。

从新登镇城防工程（南四
段）征迁到护城河综合整治，
这些工作，可以说都是难啃的

“硬骨头”，但再难也得迎难而
上？

正如新登镇负责人所说，
“新登兵团”不能因为工作难
做就退缩。更何况，像城防工
程建设、护城河综合整治等，

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实事
工程，“看准了就要义无反顾
地去干，扑下身子、脚踏实地
去做”。

这样的精气神，正是改革
攻坚期、深水期，支撑破难前
行、不断发展的力量。

这份力量，也因心怀民
生，而更自觉主动、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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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无小事 敢啃“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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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 通讯员
蒋倩）“剿劣”战役如火如荼，治水
战线上的“最美”又在哪里？区治
水办正式发出“最美河道”“最美治
水人”征集令。诚邀广大市民举贤
不避亲，用雪亮的眼睛，寻找富阳
河道美景，举荐富阳治水战线上最
可爱的人。

这样的河道
都能参评最美河道

52 公里富春江穿城而过，“一
江十溪”孕育两岸百姓。富阳，最
不缺的就是美丽河道。此次区治
水办发出“最美河道”征集令，就是
要把“五水共治”，特别是在剿灭劣
Ⅴ类水行动中，水环境有显著改善
的河道挖掘出来，让全区市民了解
富阳河道的美丽蜕变。

如果你身边的黑臭河、垃圾
河，经过治理后，水质有了明显改
善，鱼虾逐渐回归，河岸景观变好，
这就是我们寻找的最美河道。如
果你身边的河道，虽然还没清澈见
底，水质却一年比一年好转，河岸
也越来越整洁了，这也是我们寻找
的最美河道。如果你身边的河道，
有特色景观可以欣赏，或者为周围
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更好的体验，这
也是我们寻找的最美河道。

最美治水人推荐
注重参与和坚持

“最美治水人”，听上去名头挺
大。实际上，区治水办要寻找的

“最美”，既可以是专业治水领域的
先锋、模范，也可以是来自民间的
最美治水人。如果你的亲人总是

忙着治水工作而顾不上家，如果你
认识的朋友爱动脑筋有治水妙招，
如果你身边总有义务宣传爱水、节
水等内容的普通市民，如果你的亲
戚朋友人在外地却积极为家乡的
治水工作捐款投资、踊跃回乡参加
治水活动……无论男女老少，只要
是你身边坚持护水、治水、宣传水
的热心人，都是我们寻找的“最美
治水人”。

区治水办表示，“最美治水人”
“先锋治水人”评选范围为在“五水
共治”，特别是在剿灭劣Ⅴ类水行
动中有突出表现的在富阳工作、生
活的个人或者在外工作但热心家
乡治水事业的富阳企业家、热心人
士。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皆可参
加评选：一是在剿灭劣Ⅴ类水行动
中有突出成绩的；二是战斗在治水
一线，在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

保供水、抓节水领域开拓创新，取
得显著成效的；三是在治水工作，
特别是剿劣行动中解决重点问题、
化解突出矛盾的；四是主动作为，
扎实工作，敢于担当，切实履行河
长制管理责任的区、乡镇（街道）、
村（社区）级河长；五是在治污水、
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领
域积极有为、具有示范意义的市
民、志愿者、河道管护人员；六是在
治水工作中，特别是在剿灭劣V类
水工作中表现积极、认真负责的各
阶层代表，如团员、妇女、工会代表
等，如热心家乡治水事业或者积极
参加党员治水活动、投资治水工程
的返乡党员、外地工作者。七是在
义务宣传“五水共治”工作，发动群
众参与治水工作方面作出贡献、取
得实效的个人。

区治水办发出征集令

全城寻找最美河道最美治水人

市民可通过两大渠道参与推荐活动

新闻附件

今天的节日，也要为他们喝彩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护士是

专属于女性的职业？如果还抱有
这样的想法，那你就 out 了！在富
阳各大医院护士岗位上，男性也占

有一席之地，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为了展示富阳男护士的风
采，今日本报官方微信将推出特别
活动，让大家更好地认识这些医疗

一线的帅小伙，并为他们送上满满
的节日祝福和点赞。

参与本次“护士节”微信互动
活动，将有机会获得一份实实在在

的礼物：由“竹恒科技”提供的竹纤
维高端生活用纸产品。

微信互动：为富阳男护士点赞，好礼等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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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富阳手工竹纸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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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时间从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区治水办将对推荐材料进行核
实、初审，并邀请专家进行筛选，最
终确定20条候选河道和20位最美
治水人候选。候选名单公示后，采
取公众投票和评审组评分相结合
方式，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最终评选出 10 条最美河道及
10 条最美河道入围奖、10 位最美
治水人及 10 位先锋治水人，并对
河道（河段）河长单位或管辖乡镇

（街道）予以通报表彰。本报也将
持续跟踪，讲好富阳治水最美故
事。

推荐材料
“最美河道”推荐材料：推荐单

位（个人）姓名、联系方式，被推荐
河道（河段）治理工作描述，200—
300 字，治理工作场景或前后对比
照片。

“最美治水人”推荐材料：推荐
单位（个人）姓名、联系方式，被推
荐人基本情况（姓名、年龄、所在单
位或家庭地址等）、治水故事（500
字以内），被推荐人与治水有关的
工作场景照或近期2寸蓝底免冠照
片各1张。

推荐途径
社会各界可通过微信、书信两

种途径向本报推荐。
微信推荐：通过富阳日报微信

（账号：fyrb63344556）和富阳发布
微信（账号：fuyangfabu）推荐，发送
推荐材料信息至微信后台，注明#
最美河道推荐#或#最美治水人推
荐#。

书信推荐：推荐材料请寄至富
春街道体育馆路457号杭报集团文
创大厦1804 时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