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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我夫方叶平，富阳二中在

职教师，因在工作岗位突发疾
病，经医院抢救无效，于 2017
年5月16日下午17时去世，享
年41岁。

现 定 于 5 月 21 日 上 午
8：30，在富阳殡仪馆举行遗
体 告 别 仪 式 。 敬 请 方 叶 平
的亲戚、同事、同学、生前好
友等届时前往。

妻：蔡丽霞 携
子：方睿琪

泣告
2017年5月19日

陆洪勤在城乡组团竞赛推进汇报会上强调

突破五大重点 协力推进城乡发展
本报讯（记者 孙晓 实习记者 周晓露）城乡组

团竞赛是推动“三看四态促转型”的重要载体。作
为大源片乡镇的巡查领导，昨日上午，区政协主席
陆洪勤主持召开城乡组团竞赛推进情况督查汇报
会，督查大源镇等6个乡镇的城乡组团工作落实
情况。

今年 3 月起，富阳开展城乡组团竞赛，采取
“区级领导牵头联系组团、机关单位组团服务乡镇
（街道）、城乡组团年度捆绑考核”形式。全区24个
乡镇（街道）分为四个片区，分别由区主要领导担
任分片巡查领导。在推进汇报会上，大源镇、灵桥

镇、里山镇、渔山乡、上官乡、常绿镇分别汇报了工
作推进情况、下一步工作重点和相关意见建议，各
组团牵头单位分别汇报下一步工作打算和相关意
见建议。

陆洪勤对各组团单位迅速行动制订实施方
案、明确工作职责、开展走访调查等做法给予充分
肯定，同时指出组团工作中仍然存在思想重视程
度不够、任务落实有待加强等问题。

陆洪勤指出，城乡组团竞赛是推动富阳城乡
统筹发展的重要探索，也是竞赛形式与考核机制
紧密结合的创新实践。他强调，要同心合力抓组

团竞赛，组团部门与乡镇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积极推动各项考核工作落到实处；要拉高标杆抓
组团竞赛，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敢于突破勇于争
先；要补齐短板抓组团竞赛，坚持问题导向，从乡
镇实际出发，协力解决突出问题；要突出重点抓组
团竞赛，除组团竞赛规定的工作任务外，各部门要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争取组团工作有特色、有亮
点；要健全机制抓组团竞赛，落实好责任机制、例
会机制、督查机制与考核机制，确保工作长效推
进，使组团竞赛工作有声势、有成效，推动乡镇各
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被环保部点名表扬
厉害了！富阳环保小伙李炜

代表浙江参与“国家层面组织的最大规模环保督查行动”
所在8人团队发现的问题数量和质量综合评价位列第一

记者 蒋立红摄影 章岳群 通讯员徐玲

5月初，浙江省人民政府收到了环保部的一封表扬信，夸赞杭州环保系统刘雄伟

等8人赴山东淄博驻地督查行动中表现突出，发现问题的数量和质量综合评价位列第

一。为浙江争得荣誉的8人中，包括区环保局执法督查队员李炜。

今年4月上旬，环保部从全国抽调5600名环境执法人员，对京津冀及周边传输通

道上的28个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这是一场“环境保护有史以

来，国家层面直接组织的最大规模行动”，也是全国环保队伍的一次实战大比武。其

中，第16督查组由杭州市环保系统抽调的8名执法骨干组成，经验丰富的杭州市环保

局副巡视员、杭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原支队长刘雄伟担任组长。督查组挑人有两项标准

——工作勤奋、业务精湛。在平时杭富两地环保联动执法中，作风踏实的李炜给杭州

市局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幸被选中参与执法。

全程“跑步”执法，就怕晚一步现场被干扰

1982年出生的李炜，已在区环保局工作了9
年多，属于老队员了。说起在淄博的15天督查
经历，李炜认为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环保部
给督查组的自由度非常大，淄博市内所有的涉
气企业都可以查。由于对当地企业的情况不熟
悉，“自由度量权”反而成了督查中的最大难
点。集中培训两天后，督查组于4月7日进驻淄
博，当天就听取该市情况介绍，并调取了所有的
环境信访投诉档案资料，寻找检查目标企业。

4月9日，初步掌握情况的督查组，在淄博环
保部门的协助下，开展了现场督查。“我们每天
早上8点出发，晚上六七点回来，平均每天检查
20多家企业。”李炜说，每天现场执法结束后，督
查组还要碰头汇总当天情况，制订第二天工作
方案，常常忙到晚上10点以后。

淄博市是全国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化工
业、煤炭发电业发达，与富阳以造纸行业为主要

监管对象的情况截然不同。“陌生的行业，陌生
的企业，检查方向、内容和企业都要自己来定。
因为对当地情况不熟悉，要完成这道命题作文
实属不易。”庆幸的是，队长刘雄伟有着丰富的
从业经验，他根据行业分布特点，从信访件入
手，以在线监控为突破口，统筹制订督查工作方
案。

“在线监控检查是这次督查的重点和难点，
也是今后环保执法的重点领域。我们查到涉嫌
自动监测数据造假违法行为3起，是28个组里数
量最多的。”给李炜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淄博市
一家垃圾焚烧企业，督查组4名队员分两组，分
别查看数据监测和防治设施运行。“当时的治理
设施并没有正常运行，但监测数据却是正常
的。”李炜和同事们在现场“死磕”到晚上7点多，
最终确认企业数据造假，等完成证据固定、材料
汇总等工作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

为了确保督查质量，李炜和同事们几乎是
全程“跑步”执法，就怕晚一步现场被干扰，最多
的时候一天要跑几十家企业。“我们的督查是在
聚光灯下开展的，当地政府、企业负责人都在现
场，督查取证必须到位，绝对不能出洋相。”李炜
说，“不能给浙江丢脸”的共识，让督查组每个人
都保持高度自律自觉。

涉嫌自动监测数据造假违法行为3起、存在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问题企业48家、部分治污
设施未建设或不完善问题企业30家、“散乱污”
问题企业92家……仅两周时间，李炜所在的杭
州督查组执法检查企业334家，其中246家企业
被查出各类环境治理问题。这份沉甸甸的数
据，不辱浙江省“最严环保执法省”的称号，让环
保部发文重点表扬。

学到不少干货，将用于今后日常工作中

如果不是“浙江环保”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第
16督查组所取得的傲人成绩，身边人都不知道
李炜4月份会过得如此特别。“当时为了保密，我
一条朋友圈都没更新，和家里人联系的时候也
不说工作。”李炜说，尽管回家时口角生疮、拉肚
子，一脸憔悴的模样看似“累惨了”，但自己却觉
得“赚翻了”。

“我们日常执法都是熟悉的企业和行业，跨
地区执法也都有检查方案，操作还是比较中规
中矩的，但入驻督查完全颠覆了我对执法检查
的认知。”李炜在抵达淄博的前几天，就跟同事

查阅了大量在线监测数据，从海量的数据、信访
件中分析、提炼有用的线索。“这些实战中积累
的干货，让我在检查在线监测、陌生企业的时候
有了更多底气，非常实用。”而在淄博这个化工
行业聚集区执法，也让李炜对该行业污染治理、
执法检查重点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眼下富阳正在开展可视烟囱专项整治，淄
博之行让李炜对这项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执
法中，李炜发现淄博也在推动清洁能源普及工
作，瓷砖、玻璃等高能耗企业如今都用上了天然
气锅炉。“杭州一年焚烧燃煤800万吨，淄博年焚

烧量是 4000 万吨，但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一致
的。”李炜所在的江南区块，以造纸、热电等行业
为主，他亲眼见证了江南烟囱从散乱无序到如
今集中供热、超低排放的治理进程。“江南的环
境保护工作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努力，但能够
看到这些年来环境逐步好转，其实还是挺自豪
的。”计算机专业出身的李炜决定，今后要对企
业环保数据在线监测多作研究，把这次督查的
干货用在日常工作中，啃下更多的执法难点和
硬骨头。

区基层知联会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徐时松 通讯员 楼宗熠）昨日上午，区

基层知联会工作推进会召开。区领导陈平、祝一君、孙
晓明与会。

富阳区知识分子联谊会（简称“区知联会”）是以党
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为主体的，具有统战性、知识性、民
间性的非营利社会组织，主要由具有大学以上学历或中
高级职称的党外知识分子组成，是党委政府联系广大党
外知识分子的桥梁和纽带。自2014年完成基层知联会
组织“全覆盖”以来，基层知联会工作一直是全区统一战
线工作的重点和亮点，全区现有基层分会29家，各级理
事1034名。

会上，常安、龙门、万市知联分会作经验交流发言，
区知联会通报2016年工作总结及2017年工作计划，部署
2017年基层知联分会重点工作，表彰2016年度“五好知
联”“知联之星”。

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陈平说，去年区知联会各级组
织立足“学习教育、联谊交友、举荐人才、服务社会、建言
献策”五大职能，依托广大理事，在服务保障G20峰会、服
务中心大局、服务基层群众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是随
着富阳“撤市建区”进程的不断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形势
的不断变化，基层知联会工作仍存在许多不足，有待进
一步改进和完善。下一步，要准确把握基层知联会工作
的新形势，正确认识基层知联会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困
境，明确新形势下基层知联会工作的努力方向，进一步
拓展基层知联会的工作内涵，提升工作品质，切实推动
基层知联会工作迈上新台阶。

区领导带队考察浦江水晶行业整治
为上官“球拍小镇”发展谋思路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 通讯员 毛晓红 裘燕芳）5月17
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祝一君带队前往浦江县，学习
考察水晶行业整治工作经验，为加快推动上官乡“球拍
小镇”建设谋思路。

考察组先后考察了浦江县虞宅乡新光村水晶行业
整治、翠湖生态湿地公园、中部水晶产业集聚区，听取当
地水晶行业发展整治情况介绍。浦江被称为“中国水晶
玻璃之都”，水晶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也是污染的主
要来源。2013 年开展水晶行业整治以来，陆续关停了
19680家水晶污染加工户，拆除违法建筑180万平方米，
浦江中部、东部、西部、南部4个水晶产业集聚区的438家
水晶企业全部搬迁入园并开工生产，浦江水晶产业污水
全部集中处理，实现污染“零排放”，找到了环境保护和
产业协调发展的好路子。

祝一君指出，上官乡“球拍小镇”建设，可以从浦江
水晶行业整治中吸取大量的宝贵经验。上官乡要深入
走访企业，做好调研工作，高起点规划“球拍小镇”建
设。要把“球拍小镇”建设与竹乡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
来，抓好球拍产业转型升级，走出属于“球拍小镇”的绿
色发展道路。

反垄断价格法律法规宣讲会举行
六条“价格红线”千万不要触碰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 通讯员 沈贤灿）为提高富阳行
业协会及经营者法律法规意识，预防发生价格垄断行
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富阳昨日举行反垄断价格法律
法规宣讲会，相关部门、乡镇（街道）、行业协会及部分企
业参加会议。

宣讲会上，省物价局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反垄断室
主任严华锋作反垄断价格法律法规主题讲座，结合近年
来的大案要案进行了深入解读。

“价格放开不等于放弃监管。”与会的省物价局监督
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苏一华说，反垄断执法将长期处
于高压态势，企业要充分认识价格垄断行为的危害性，
努力通过理念创新、手段创新等方式提高利润，进一步
规范价格行为，严禁触碰价格红线。

价格红线有哪些？苏一华提出了“六个不准”：即不
准相互串通、搞横向垄断，不准达成实施纵向垄断协议，
不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准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不准
低价倾销，不准价格欺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具有竞
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达成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即使没
有实施，一经查实也将被处罚。一旦处罚，罚金将远超
企业所得的局部利益。

中纪委监察部专题片聚焦“龙门勤廉”
本报讯（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孙廷飞 蒋劲

超）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系列专题片“中国传统中的
家规”之《龙门古镇——“四箴”传家久，勤廉荫族
远》目前已正式上网，感兴趣的朋友可到该网站
（http://www.ccdi.gov.cn）首页“中国传统中的家
规”栏目点击观看。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和客户端推出“中国传统
中的家规”专题片，旨在走近全国各地优秀传统家
规，延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家国”文化，涵养新时
代的良好家风。

此次中纪委监察部选择拍摄龙门古镇的传
统家规题材，既源于古镇悠久深厚的文化沉淀，
也离不开近年来龙门镇党委政府对当地廉政文

化的挖掘，以余荫堂、正身馆为代表的一批历史
古建筑早在数年前就被列入“浙江省廉政文化教
育基地”。

《龙门古镇——“四箴”传家久，勤廉荫族远》
专题片选取督造郑和下西洋宝船积劳而死的工部
侍郎孙坤、编著《垂教四箴》流传后世的孙颐、变卖
家产赈济子民的长葛县令孙濡、勇革积弊的“山西
第一廉吏”孙衔等4位龙门孙氏历史名人的事迹，
生动再现了以“勤廉”为主题的“四箴”家训的形成
渊源、传承脉络和后世影响，并配以龙门古镇独具
古韵的自然人文风光，相信能赢到广大网民的喜
爱。

据悉，多位孙权后裔参演。

感兴趣的市民可登录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首页“中国传统中的家规”栏目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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