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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金华赴联系点春江街道春江村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时强调

把十九大精神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11 月 10 日下
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汤金华赴“百千
万”蹲点调研活动联系点春江街道春江
村，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宣讲党的十九
大精神。他强调，要按照“学懂弄通做
实”的要求，迅速掀起贯彻十九大精神的
热潮，重点学习好与农村发展、建设和治
理相关的内容，把十九大精神传递到家
家户户、方方面面，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乡
村振兴的成就，转化为加快推动江南新
城建设的战斗力。
汤金华实地查看了村庄建设情况，
询问面临的困惑和难题。在春江村村委
会，汤金华与数十名镇村党员群众围坐
在一起，传达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畅谈

学习体会。汤金华指出，党的十九大是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报告贯彻
新发展理念，科学部署了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各阶段任务，对“三农”工
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为我们做好农
业农村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也是春江村发展的行动遵循。
汤金华强调，要做全民学习贯彻的
先锋队。迅速掀起全民学习十九大精
神的热潮，基层党组织要做学习十九大
精神的排头兵，坚定“四个意识”，把党
员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十九大精神
上来。村里的党员干部要带头先学一

步、学深一层，学深学透、把握真谛，内
化 于 心 、外 化 于 行 ，当 好 示 范 、当 好 表
率；要精心组织学习宣传，用喜闻乐见的
形式，让群众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推
动十九大精神深入基层、深入人心；要切
实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与做好当前各
项工作相结合，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
目标任务。
汤金华强调，要做学习贯彻的行动
派。要按照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总目标，借助江南新城建设的东风，把十
九大精神落实到村党支部建设、村级经
济发展、老百姓共同富裕、生态环境改
善、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等工作中，加快推

转型路上
“最美治水人”
系列报道⑩

冲在一线的老党员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乡村振兴“富阳
样板”。要科学谋划村庄五年发展计划，
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村庄经济自我
造血功能。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调
动各方积极性，进一步加强村党支部领
导核心力和村委会治理能力，充分调动
起党员、村民的积极性，在法治、德治的
基础上，加快建立“有事好商量，有事商
量着办”
的村民共管自治模式。

——记万市镇田畈自然村老党
员陈桂华
记者 仲芷菡 通讯员 姜国宏

【人物名片】
陈桂华，万市镇田畈自然村老党员。
今年 6 月发生在万市镇的水灾，让田畈村
的村民干部们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作为
一位 65 岁的退休人员，陈桂华在灾难面前
冲在最前面，以实际行动诠释党员的责任
担当。

新时代 新征程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助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农工党杭州市委会来富开展民主监督
本报讯（见习记者 凌一览 通讯员 沈
晓亮）昨日，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
杭州市委会主委周智林带队来富阳，开
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专项民主监督。
区领导陈平、孙晓明参加。
当天，监督组一行首先实地调研新
桐乡小城镇环境整治情况，先后视察了
新桐乡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宣传栏、集
镇立面整治工程、农贸市场等项目现场，
以及新桐村下际自然村环境整治工作和

新桐乡精品线路重要节点。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监督组听取
了富阳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问题整改
情况和新桐乡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情况。新桐乡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建设
项 目 分 10 个 大 项 ，计 划 总 投 资 2620 万
元。监督组成员结合考察情况积极发
言，为富阳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建言献策。
周智林听取汇报后表示，杭州市委

市政府对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十分
重视，富阳做了大量工作，有特色、有亮
点，老百姓也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今后，要在保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速度，做到长
效管理，
做到老百姓共建共享。
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陈平说，农工党
杭州市委会来富专项民主监督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宝
贵建议，对富阳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

【治水故事】

作具有指导意义。下一步，富阳将落实
好监督组所提出的意见，按照时间节点
按时完成工作 ，并做好明后年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的规划方案，高标准、高
质量地深入开展，力求通过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来实现环境面貌的整体提升，
促进美丽经济的发展。
会后，监督组一行还到永昌镇开展
“百千万”蹲点调研。

新时代 新征程·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国土富阳分局

通过
“四个最”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孙希晴）日前，国
土富阳分局组织召开“贯彻落实十九大
精神 提升干部职工精神状态”主题大
会，要求全局干部职工把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报告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落实
到位。
一是坚持最高要求，全局干部职工

务必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到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逐
字逐句学懂、学深、学透党的十九大报
告全文，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同国土
资源管理工作紧密结合，层层审验把关
提高办事质量。二是落实最严作风，严
格落实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AB

岗工作制、一岗双责制和车辆管理制等
规章制度，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修订
完善工作人员日常行为规范，实行最严
厉的“亮剑”问责机制。三是坚守最严
纪律，严格执行上下班纪律、请销假制
度和值班制度，今后将进一步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对作风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经查实，严肃处理。四是务求最佳成
绩，对标局“奋战 100 天、冲刺全年红”
工作要求，层层分解任务，每一个人都
要承担责任，齐心协力、扎扎实实高质
量完成目标任务。

富阳规划分局

以十九大精神为动力提升规划编制和管理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 陈丽璇 记者 李宇
雯）日前，富阳规划分局召开第六期机
关讲坛“夜学”活动，专题学习党的十九
大重大意义和精神内涵，要求全体机关
干部以十九大精神为动力持续提升规
划编制和管理水平，为加快推进我区
“四态转型”，打好“六大硬仗”提供规划
智慧，
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
会议强调，要全面开展十九大精神
学习。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是当前的

广告
服务

首要政治任务，局领导班子带头学，各
党支部组织学，局属各科室、单位集中
学，营造学习贯彻的浓厚氛围，不断激
发广大干部职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要通过学习，切实
把十九大精神学深悟透，自觉增强使命
感和责任感，以十九大精神为统领开创
规划新局面。
会议要求，要重点工作狠抓落实。
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以新一

轮城乡规划体系优化完善为主线，以转
型为核心，牢牢把握“四态转型”这个主
基调，全面提升规划前瞻性、系统性、严
肃性，狠抓落实，集中时间、集中精力、
集中力量，打好六大硬仗，高质量持续
推进城中村改造提升、城市综合交通规
划、秦望广场拆后利用规划等系列项
目，加快规划审批效能，强化“店小二”
意识，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开展“上
门服务、主动服务、重点服务”活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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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我们

立重大项目建立工作联系制，以最优的
服务、最高的效率保障重大工程项目开
工建设。要确保年度目标高标准完
成。根据《2017 年度区级机关单位目标
考核汇编》内容，务必做好一类、二类、
专项等年度性工作的任务倒排，想方设
法抢进度、补短板，发扬富阳规划铁军
务实拼搏的工作作风，确保全面完成年
度各项任务目标。

·

可以说，今年夏天一场强降雨所引发
的洪水，是近几年来万市镇最严重的一次
水灾。当时的万市镇受灾严重，成了汪洋
一片。因为水深过膝，村民出行都要涉水
而行或使用工具，
商店暂时关闭。
田畈自然村同样未能幸免。水灾来
临，田畈自然村一处山体开始出现滑坡，
泥沙碎石被雨水冲到村主干道上，导致交
通受阻。同时，因排水管道被不断堆积的
碎石堵塞，水流开始大量涌向路面并逐渐
冲向路基下方的一个村民集中居住点。
面对险情，现龄 65 岁、有着 30 多年党
龄的老党员陈桂华主动向村干部提出参
与排水管道清理疏通工作。考虑到陈桂
华年龄较大，身体瘦弱，村里一开始并没
有答应他的请求。但陈桂华仍然坚持从
家里拿出铁棒、竹竿等工具，直接将排水
管道的上盖板撬开，只身进入狭小的管道
中，
徒手清理石块。
“当时石头都堵在管道里，排水系统
不通畅，可又没人下去，那就我下去吧。”
回忆起几个月前的场景，陈桂华记忆犹
新，
“没想那么多，一脱衣服裤子就跳下去
了，
干活还是这样利落。
”
受陈桂华的带动，其他的村民也开始
主动参与到排险救灾中来，有的清理路面
泥沙碎石，有的搭建现场隔离区域，有的
进入排水管道中疏通。通过村民群众的
共同努力，只用了 3 个小时，被洪水淹没的
田畈村逐渐恢复了原貌。路基下方的村
民居住区，除了 5 户遭到轻微水淹外，其余
均未受到此次滑坡影响。

【治水感言】
疏通管道就是一件平常事，
没人去做，
那我就先去做。时间拖得越久，水灾就越
严重，大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越来越受
不到保障。灾情面前，党员还是要冲在一
线，
这样大家才会团结起来，
挺过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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