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路上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聚力拥江发展

父亲王建民：每天都在接待搬迁户、做协调工作
儿子王强：每晚都在东城大厦集中办公点度过
为了达夫路精品街区改造提升项目顺利推进

记者 蒋立红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达夫路精品街区改造提升项目的

搬迁工作组里，也有这么一对“动迁父子兵”。

父亲王建民是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总支书记、董事长，达夫

路精品街区搬迁工作组组员。儿子王强是富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达夫路精品街区搬迁工作组负责人。自9月25日搬迁工作动员会

后，父子俩就驻扎在工作组，“白＋黑”是他们的工作常态，连8天国

庆假期也没有休息。
达夫路精品街区搭起脚架，外立面改造在即

▲

父亲王建民：搬迁工作城东不能拖后腿

达夫路精品街区改造提升项目共
有搬迁户 54 户，涉及城东股份经济合
作社、镬子山社区、盘龙山社区的居
民。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需要腾空拆
除的房屋共有 10 幢，涉及居民 40 多
户。王建民找来了股份经济合作社里
最熟悉情况的申屠关松和俞晔烽，组成
城东动迁三人小分队，把动迁对象的情
况都梳理了一遍，制订了工作计划。

曾当过五届人大代表的王建民在
合作社的威信很高。上门测绘开始前，
王建民给城东所有的搬迁户都打了电
话，明确了态度——配合搬迁是为了支

持区委区政府的工作，政策处理一定会
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搬迁是老百姓的大事情，换位思
考才能赢得信任。”为了确保测绘评估
工作顺利进行，王建民和搬迁户达成了
默契——搬迁户全力配合测绘评估工
作，合情合理的诉求由搬迁工作人员向
街道领导反映。国庆假期，王建民几乎
每天都在办公室里接待搬迁户、做协
调工作。为了营造区域内的动迁氛围，
王建民还向街道建议设置横幅、标语，
向搬迁户表明工作态度。

“秦望区块 3000 多户的工作都做

下来了，这40多户工作做不好，那就是
丢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脸。”王建民
的想法很朴素——精品街区改造提升
是为了改善大环境，城东的居民生活品
质也会跟着提高，立足长远发展、为老
百姓谋福的事情，城东不能拖后腿。

国庆长假后的几天，王建民一直在
处理沿街租户们反映的出行不便等问
题。“这里情况复杂、道路狭窄，我们能
做的就是做好解释，给施工方提出一些
建议。”1979年至今，王建民负责过多个
区块的搬迁工作。他说，现在政策到
位、百姓支持，搬迁工作更有信心。

儿子王强：团队支持让我心里更有底

3个月前刚到富春街道工作时，技
术干部出身的王强搬迁工作经验为
零。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搬迁工作结束
不到一周，他被派到了达夫路精品街区
搬迁工作组。

达夫路精品街区改造提升范围虽
小，但搬迁复杂程度却不亚于秦望区
块。富春街道抽调了秦望区块四个搬
迁工作组的组长和骨干成员，由王强带
队开展工作。

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动迁对象
中，有一家民办幼儿园和一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幼儿园搬迁涉及80多个孩
子的上学问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

作也不能暂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
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王强和工作组成员
们开了几十次的碰头会，研究处置对
策。帮搬迁户找转移场地、对接相关部
门和单位，现在王强等人正在研究相关
的审批手续，以确保签约之后两家单位
顺利转移。“解决了搬迁户的后顾之忧，
才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团队的支
持让我心里更有底。”王强说，喷泉美丽
是因为有压力，正视工作压力才能取得
更好的结果。

为了更好地服务搬迁户，工作组在
大门上贴了联系电话，主动加班是常
态。自9月26日进驻办公以来，王强几

乎每晚都在东城大厦集中办公点度过，
国庆假期看得最多的风景就是达夫路
街景，带孩子出游的计划只能搁置。

作为分管规划、建设、国土等工作
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强在工作组集
中办公的同时，本职工作也不能丢下。

“做搬迁工作既要维护政府的形象，也
要真诚对待搬迁群众，年轻干部做到这
份上不容易。”昨晚，工作组一同加班的
组员说，搬迁工作情况复杂，但王强带
着大家团结一心，工作做得很通气。10
月5日完成测绘初评，10月10日完成复
评工作，工作效率也印证着组员们的感
受。

父子齐上阵 打好搬迁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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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调研“春江花月夜”城市核心功能区规划建设
本报讯（记者 孙晓）昨日上午，区

政协主席陆洪勤带队调研“春江花月
夜”城市核心功能区（富春江沿岸）规划
建设情况。区领导王洪光、邵良、孙晓
明参加调研。

今年初，区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向区
政府提交大会建议案《全力打造“春江
花月夜”城市核心功能区 推动富阳城
市转型、拥江发展》。目前，“春江花月
夜”城市核心功能区规划建设情况如
何？陆洪勤一行首先来到富阳国贸酒

店顶楼，观览富春江沿线规划建设情
况，随后来到江滨西大道，视察精品江
景规划建设情况。今年富阳将先行实
施富春江精品江景一期工程（华庭路至
富阳大桥段），通过标准断面、绿化、栈
道、亲水平台等改造，增加城与江的联
系，打造富阳特色景观。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人员
围绕“春江花月夜”城市核心功能区总
体规划、品牌打造、文化挖掘、建设管理
等问题，畅所欲言，展开热烈讨论。听

取发言后，副区长王洪光就进一步系统
谋划、高标准推进“春江花月夜”城市核
心功能区规划建设提出要求。

陆洪勤指出，“春江花月夜”核心功
能区是富阳打造“诗画江南”和具有“独
特韵味、别样精彩”国际化大都市新型
城区的独特品牌，是实施“拥江发展”战
略的纽带、节点和引爆点，也是远近结
合既快出形象效果又打基础利长远的
一项重点工程。要明确要求，打造“春
江花月夜”要做到“南北相应、水岸相

接、动静相宜、昼夜相生、古今相承”，实
现绿化、彩化、亮化、洁化和文化的有机
融合。要明确重点，做好“夜”和“花”的
文章，充分挖掘历史内涵，实现山水、旅
游、文化、产业互动发展，真正让“春江
花月夜”焕发光彩魅力。

陆洪勤建议，区委区政府要进一步
重视“春江花月夜”城市核心功能区的
规划和建设工作，特别要注重整体策划
和品牌设计，力争将其打造成为富阳独
一无二的核心功能区和文化旅游景区。

2017年第二期“政协讲坛”开讲
本报讯（记者 孙晓）昨日，2017 年

第二期“政协讲坛”开讲，邀请国家级名
老中医、全国政协原委员、浙江中医药
大学原副校长连建伟主讲《黄帝内经》
的养生之道。区政协主席陆洪勤，副主
席邵良、孙晓明参加讲座。

《黄帝内经》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
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讲座中，

连建伟节选《黄帝内经》中的重要篇章，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多年中医药诊
治和研究经验，讲解了中医“治未病”

“治病必求本”的思想、以德养生的观念
以及如何自我保健等方面的知识。

邵良主持讲座。他说，连建伟教授
的讲座是一堂生动的养生课、医学课，
也是一堂德育课，使大家对《黄帝内经》

蕴含的智慧与精神有了深刻体会，有助
于委员们认识中医、运用中医，提升自
我修养、提高履职能力。

连建伟教授在中医临床、研究、养
生和教育等众多方面造诣颇深，享誉海
内外。先后编著出版了《历代名方精
编》《金匮要略校注》《金匮方百家医案
评议》《古今奇效单方评议》《中医必读》

《连建伟中医文集》等10余部著作，曾任
国家规划教材《方剂学》副主编、主编，
共发表专业论文90余篇，获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浙江省自
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 3 项。2001 年
被授予“浙江省名中医”称号，2002年被
确定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
承工作指导老师”。

区领导督查
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昨日上午，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张霖带队前往灵桥镇、银湖街
道，督查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张霖一行首先来到灵桥镇金东纸业有限
公司，查看生产车间、仓库，了解企业消防设
施配备、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安全制度落实等
情况。他叮嘱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和消防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必须做到警钟长鸣、常抓
不懈；企业主要负责人作为安全第一责任人，
要亲自研究部署并层层抓好落实；要深入排
查并及时消除各类隐患，确保绝对安全。

在东海石油灵桥油库，张霖查看了油罐
区消防器材配备情况和视频监控运行情况，
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各项安全生
产举措落实情况。他说，成品油具有易燃、易
爆、易产生静电等特性，各职能部门要切实履
职尽责，明确企业主体责任，督促相关企业严
格执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现场操作规程。
企业主要落实各项安全措施，不断完善应急
救援预案，加强实战演练，提高应对和处置突
发安全问题的能力，确保零隐患、零事故。

浙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银湖街道，
是一家集预应力体系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
及预应力工程设计、施工、咨询、检测为一体
的专业化、综合型企业。张霖要求，企业要树
立安全第一的意识，定期开展自查，不留死
角，对发现的问题，要有针对性地制订整改方
案，用最快时间整改到位。

随后，张霖前往银湖街道百润超市和奔
驰4S店，询问食品安全、产品销售等情况，督
促超市和4S店管理人员要全面落实食品安全
责任、职业病防范措施，对安全事件和市场突
发情况做到及时上报、快速反应、妥善处理。

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
专题培训会举行

本报讯（实习记者 凌一览 通讯员 富
统）学习贯彻新《宗教事务条例》专题培训
会昨日举行。区领导陈平、孙洁参加会议。

会上宣读了富阳第二批民间信仰活动场
所登记编号文件，向富春街道青云桥村月中
庵等27家新登记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授牌。乡
镇统战委员和宗教界代表人士作表态发言。

副区长孙洁向与会人员全面解读了新修
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她说，要加大宣传培
训力度、修改完善配套制度、推动解决突出问
题、提高宗教事务执法水平、加强法制培训，
扎实推进新《宗教事务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
实施工作。

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陈平结合宗教工作
的新形势以及富阳“撤市建区”的实际，要求
与会人员提高认识，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宗教
领域的发展方向；提升素质，切实加强新形势
下宗教界人士自身建设；知法守法用法，保障
新形势下宗教领域的健康发展。

区领导检查
矿山企业安全生产
本报讯（记者 赵向军）昨日上午，副区长

裘富水带领区府办、区安监局、国土富阳分局
等部门负责人前往春建乡，检查矿山企业安
全生产工作。

检查组先后来到春建乡境内的富阳选矿
厂尾矿库、上俞铅锌厂尾矿库、咸康选矿厂尾
矿库、富阳金鑫矿业铜山铅锌矿等矿山企业，
检查安全设施配备、安全生产制度落实等情
况，要求企业负责人加强落实值班巡查制度，
安全规范操作，全面杜绝安全隐患。

在富阳金鑫矿业铜山铅锌矿在建工地，
检查组注意到，工棚周边的通道旁就是落差
十余米的山崖，却并无栏杆等保护措施，存在
一定的安全隐患。为此，检查组立即要求企
业负责人与施工单位对接，紧急架设保护栏
杆，必要时封堵部分危险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