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王骄阳 记者 王小奇

杭州绕城高速西复线，途经富春街道的方家井、拔山、宵井、西邮等4个村，共需征地880亩；拆迁农户93

户，其中方家井村40户，拔山村53户。征地和拆迁任务位列富阳区第二位，时间紧、任务重。富春街道党政

一把手亲自挂帅，组建征迁工作组，制定征迁进度表，全体征迁工作团队启动“7+黑”模式，夜以继日上门做工

作。截至5月8日，880亩征地任务、93户农户签约全部完成，比区政府规定的签约时间提前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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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复线签约比进度、晒业绩

“富春铁军”提前完成任务

一把手挂帅，团队认领征迁任务
征迁工作启动后，富春街道党政一把手亲自挂

帅，组建征迁工作团队，明确任务、时间、节点等要
求，比进度，晒业绩。

每个工作团队认领征迁任务后，第一时间到联
系村对接征迁工作，会同评估、动迁工作人员，上门
与拆迁户见面，边初评边联络，一步步做好他们的
思想工作。团队成员放弃休息日，拆迁户什么时候
有时间了，团队成员便什么时候上门。

除了西复线征迁任务，有的成员还“身兼”多
个征迁任务。征迁团队的庄雪浩，除了做好拔山
村征迁任务外，还要做好公园西路等多个征迁工
作。征迁启动后，庄雪浩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夜
里12点。

每个工作团队在村委办公大楼一楼设立工作
推进进度表，签约情况每天上墙公布，团队之间形
成比学赶超的氛围。截至5月8日，所有征地任务、

农户签约等全部完成。
在此次征迁推进中，方家井、拔山、宵井、西邮

等 4 个村的村支两委班子成员全力以赴，会同街
道、评估、动迁等工作人员上门做工作，一次不行跑
两次，不厌其烦地听取拆迁户的意见、建议。拆迁
户有需求的，村班子成员总是想方设法地帮助解
决。在此次征迁中，较好地验证了村支两委班子成
员的工作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凌鸿）6月9日上午，东洲街道、
东洲社卫中心联合富阳中医骨伤医院，在东洲社卫
中心开展“走进社区，活态非遗”义诊活动。

义诊现场，三位专家为居民们检查身体，针对疑
难病症细心讲解，同时指导居民们正确认识自己的
疾病，并结合他们的生活习惯，给出预防疾病、保健
养生的建议。通过东洲社卫中心前期的宣传和预
约，当天，专家组共义诊百余名前来就诊的居民，并
免费赠送富阳中医骨伤医院自制的百草膏50余份。

■东洲街道

联系专家为居民义诊

本报讯 通讯员 杨茹松 记者 王小奇

随着杭州都市高速绕城西复线启动建设，富阳
区城市西入口地位进一步凸现。其中，西复线春建
段全长4.7公里，涉及春建、大唐两个村，征迁民房
28户，企业3家，征地759亩。

春建乡村两级干部思想统一、目标明确，主动
作为，落实责任，合力推进，西复线征迁取得新突
破。截至6月5日，春建乡率先全面完成所有民房
的征迁签约工作，“啃”下西复线推进工作过程中的
一块“硬骨头”。

此次征迁时间紧、任务重、强度大。为保证责
任落实，春建乡第一时间成立西复线项目推进指挥
部，主要领导任总指挥，实行任务分解、责任考核。
召开征迁工作推进大会，成立征地拆迁工作小组，
由班子成员任拆迁工作组组长，乡中层干部、相关

行政村两委成员任工作组成员，按照“任务目标化、
目标责任化、责任考核化”要求，明确任务，落实责
任。并采取进度日报的形式，及时通报各工作小组
进度，促成各小组形成“学、比、拼、超”的良性竞争
局面，保证责任落实。

为保证推进速度，春建乡主要领导扎根征迁一
线，靠前指挥，工作组人员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三番
五次、不厌其烦地入户走访、宣传。分管领导压力
大、担子重，从征迁工作开始起，就一直起早摸晚，
没日没夜，连续多天工作到凌晨四五点，连续多晚
住在值班室；工作组成员咬定目标，常常一边嘶哑
着喉咙给拆迁户耐心讲解征迁政策，一边帮助拆迁
户丈量房屋尺寸、核对拆迁项目……所有乡村两级
干部及工作组全体成员无一人请假，用态度和行动
为西复线征迁工作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为保证群众利益，乡村两级干部主动进门入

户，用群众语言把西复线项目对于区域发展、对于
乡村发展的重大意义讲清楚，把征迁政策讲清楚，
把拆迁户的所思、所想、所盼了解清楚。不但广泛
宣传征迁政策，动员农户积极配合，还落实摸清农
户的基本情况和诉求，并与动迁公司、评估公司做
好对接，帮助拆迁户梳理涉及的拆迁项目、价格，既
体现政策的刚，又合理合法合规维护拆迁户的利
益。

为保证公平公正，春建乡在征迁工作中始终秉
持“阳光征迁、和谐征迁”理念，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和征迁工作流程，严格执行相关政策标准，坚
持“一把尺子量到底”，让先签的人不吃亏，后签的
人不多利。

接下来，春建乡将在签约的基础上，继续按照
时间节点，扎实推进房屋腾空和拆除等西复线征迁
后续工作。

西复线征迁咬定目标、比拼干劲

春建乡锤炼干部队伍

通讯员 周云

6月9日上午，区委第四巡察组巡察上官乡工
作动员大会召开。上官作为首批接受巡察的乡镇，
当天起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全面体检”。区委第
四巡察组成员、上官乡全体机关干部、退休老同志、
村支两委负责人、区级两代表一委员、事业单位负
责人以及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

会上，巡察组组长唐伟从“四个遵循”、“五个关
键词”、“六项工作部署”等三个方面，对开展巡察工
作的目的意义、纪律原则、内容方法进行全面动员

和要求。副处级巡察专员孙汝均则从什么是巡察、
为什么要开展巡察、怎样开展巡察三个问题入手，
对开展好本次巡察工作作进一步部署。

上官乡党委书记裘云鹏表示，近年来，上官乡
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
令”精神，并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为抓手，有
力推进了上官各项工作开展。但也存在思想认识
不够到位、主体责任不够明确、主动创新不够有力
等一系列问题，急需加以整改落实。

裘云鹏当场表态，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巡查工
作重要性。以接受巡视监督为契机，进一步提高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自觉性，全面推进上官各
项事业又快又好发展；要密切配合，自觉接受巡视检
查，全体班子成员、干部职工要高标准、严要求，积极
配合巡察组开展工作。民主测评、谈话等环节，要实
事求是，既不掩盖问题，也不歪曲事实；要抓好整改
落实，提升服务群众水平，以本次巡察工作为契机，
对巡察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的意见，虚心听取、高度
重视，并认真及时地落实整改，变被动接受监督为主
动自查自纠，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见成效。

区委第四巡察组巡察上官乡

本报讯（通讯员 叶菲媛）截至6月10日，龙门镇
4个行政村的团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圆满落幕，共选举
产生4名团支部书记、8名委员。

为全力做好村级团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龙门镇
对本次换届选举的选人用人标准、职位职数安排、时
间节点、换届流程等重要环节进行强调，同时下发各
村青年调查表，摸清底数。在此基础上，镇团委将各
村上报的储备人员工作能力进行综合考察，并按程
序选举，产生新一届村级团组织。

下一步，镇团委将邀请老师为新一届村团支部
班子上团课，同时利用新媒体建立好工作联系平台，
让新班子为推动古镇各项中心工作、建设美丽龙门
奉献青春力量。

■龙门镇

完成村级团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陈军燕 赵玉娥）6月11日上午，
上官乡联合常绿镇，在剡溪村开展隔代教育知识讲
座，聘请杭州市早教协会老师对隔代教育的利弊进
行分析讲解。

当天的培训现场，人头攒动，可容纳100人的会
场座无虚席。近两个小时的讲座，讲课老师从实例
讲解到专业分析，让在座的每一个听众受益匪浅、意
犹未尽。讲座结束后，听众们纷纷要求老师留下微
信号，便于日后交流请教。

■上官乡

举办隔代教育知识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鲍胜华）6月1日起，渔山乡计划
生育服务阴超及“两癌筛查”免费检查活动开始了。

为使适龄妇女切实享受到乡计划生育服务的惠
民政策，渔山乡卫计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召开农村
妇女阴超及“两癌”免费检查工作动员会，并对全乡
的适龄妇女进行摸底筛查和登记，掌握农村妇女的
基本信息。同时根据各村情况，制定任务分配表和
检查日程。各村卫计联系员广泛开展农村妇女阴超
及“两癌”检查项目相关政策和妇女健康知识宣传，
共发放宣传资料 800 余份。截至 6 月 7 日，已有 600
余名妇女接受检查。

■渔山乡

开展“两癌筛查”免费检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裘苏亚）6月9日上午，洞桥镇民
宿协会党支部成立大会在文村村举行，辖区范围内10
余家民宿经营业主和两位返乡创业青年参加会议。

会议对前期支部成立的筹备情况、目前洞桥镇
民宿行业存在的瓶颈、今后的发展方向作了详细的
说明。洞桥镇副镇长徐磊宣读镇党委关于支部成立
的批复以及支部负责人的任命文件，镇党委副书记
吴力军阐述了支部成立的目的和意义，与会的民宿
经营者畅谈目前经营存在的问题以及希望政府协调
帮助的事项，还一起分享自己的创意。

■洞桥镇

成立民宿协会党支部

本报讯（通讯员 章勇 邱栋）连日来，胥口镇扎实
推进辖区内可视烟囱整治工作，拆除方圆科工贸和
登月纸业两家企业的烟囱。通过整治，着力淘汰落
后产能，推进全镇产业业态转型升级。

据了解，胥口镇前期对辖区内可视烟囱开展了
集中调查摸底，8家企业的10支烟囱被列入整治范
围。截至目前，已拆除6支、美化1支，剩余3支烟囱
计划在本月底前完成洁净美化工作。留存美化的烟
囱将做到与周边环境、背景融为一体，烟气稳定达标
排放、洁净排放，实现美化、净化。

■胥口镇

扎实推进可视烟囱整治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周峰）近日，春江街道召开语言文
字规范化街道创建工作动员暨业务培训会。街道农村
工作指导员、各科室站负责人、工青妇负责人、街道综
合执法队负责人、各行政村书记等7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解读了春江街道语言文字规范化创建工作
方案，并就如何营造好宣传氛围、收集整理资料以及
文字整改规范等相关工作列出任务清单，明确每项
工作的时间节点。杭州市语言文字规范化评估专家
组成员为与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春江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江荣就如何确保圆满完成创建
工作提出要求。

■春江街道

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

牺牲小家为大家，征迁有序推进
今年 50 岁的桂师傅是富春街道方家井村村

民，在这次西复线工程推进中，他再次“中奖”，成了
拆迁户。桂师傅夫妻俩在公交公司上班。由于工
种较为特殊，工作中不能接听电话。在知道自己
的房子再次面临拆迁时，他二话没说，向单位请假
后主动配合动迁工作人员对自家房屋进行评估。
在最后的签约中，他也没有提不合理要求，主动签
约。他说：“四五年前，我也是拆迁户，那是 23 省
道改建工程。作为拆迁户，我不会靠拆迁无理要
求多少钱。钱要靠自己用力气去挣来，那样才花得
开心。”

居住在拔山农林自然村的汤老师，也是此次西
复线工程的拆迁户。他十分喜爱爽坞里幽静的居
住条件，2014年新居落成，夏天不用开空调，一到
春天鸟语花香，而且这里还是一个天然氧吧，居住
环境相当好。

汤老师说：“当初，我看了好几个地方，就是看
对爽坞里的幽静，才确定居住在这里。如今，碰到
拆迁，虽然十分可惜，但作为拆迁户，我们完全配
合，‘牺牲小家’，才有‘大家’的发展。”他十分配
合征迁工作，签约后，便着手整理东西，随时可以
腾空房屋。

像这样的拆迁户，在此次征迁中涌现出很多，
他们说：“以前总认为先签约要吃亏，后签约占便
宜，但这次先签后签一个样，一把尺子量到底，没有
厚此薄彼，这样的征迁，我们老百姓只有一个字
——服。”

拆迁户不但不提不合理要求，签约后，都在第
一时间腾空房屋。截至6月11日，已腾空48户，拆
除房屋11间。

富春街道负责人说，今年，富春街道征迁任务
繁重，大家在征迁过程中比进度、晒业绩，形成比学
赶超的氛围，全力打造“富春铁军”。

区委第三巡察组巡察银湖街道
通讯员 叶森超 陈东 记者 王小奇

6月9日下午，区委第三巡察组巡察银湖街道
工作动员会在观前村召开。区委第三巡察组全体
成员，银湖街道机关全体干部、退休老同志、村（社）
两委负责人、区级两代表一委员、事业单位负责人
以及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

会上，巡察组组长俞其坤表示，在新形势、新任
务和新要求下，本次巡察工作将不断深化政治巡
察，在政治高度上突出党的领导，在政治要求上抓
住党的建设，在政治定位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要
逐步增强“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联系“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举措，全面依法治国
是途径，全面从严治党是保障；紧扣“六项纪律”，即
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
律和生活纪律；紧盯“三大问题”，即党的领导弱化、
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紧抓“三个重
点”，即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他还针对巡察

工作的目的意义、巡察对象及重点、巡察工作的方
法步骤，对与会人员进行全面讲解和动员。

随后，区委巡察办主任张卫明从什么是巡察、
为什么要开展巡察、怎样开展巡察三个问题入手，
对开展好本次巡察工作作了进一步部署。

银湖街道党工委书记羊献民表示，近几年来，
街道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按
照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要求，牢牢把握
科学发展主题，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
以建设“美丽西郊·梦里银湖”为目标，加快转型升
级步伐，加大城乡统筹力度，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打造融杭发展桥头堡，街道
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建等方面取得了全面发
展。但同时，街道也存在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到位、
生活细节要求不够严格、发展思路不够开阔等一系
列问题，急需加以整改落实。

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街道深刻反思，不漠视、

不回避、不推卸，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从从严
治党、理想信念、遵规守纪、党性修养和制度执行等
方面，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

羊献民表示，巡察是深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是强化党内监督、严肃党
的纪律、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力举措。街道上下要高
度重视、认真对待，积极配合区委巡察组的监督检
查，接受监督，抓好整改。

接下来，银湖街道将坚定理想信念，确保政治
合格；增强规矩意识，执行纪律合格；坚持求真务
实，确保品德合格；主动谋事创业，发挥作用合
格。坚持“实干至上、干字当头”八字方针，不断强
化基层组织，夯实基层基础，全面落实党建第一责
任人职责。以成功完成村（社）组织换届选举为起
点，全力打造一支政治强、接地气、情况熟、有群众
基础的基层干部队伍，全面提升银湖基层党建水
平，为促进银湖民生发展、社会稳定提供坚强的组
织保障。

全区基层党风廉政巡察工作进入“全面体检”阶段

建设“三美”富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