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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信教群众参与“美丽庭院”
创建，表彰 18 户信教群众“最美庭院”

画好“同心圆”共建“三美”东洲
见习记者 倪华华 记者 王杰 通讯员 章勋浩 赵丹

日前，东洲街道党工委召开对 18 户信教群众“最美庭院”进行表彰，进一步提升东洲环境面貌，改善发展环境，以点带面，有效发挥
广大信教群众和家庭在促进环境生态建设中的作用，为全面推进
“最美街道”创建目标，为东洲街道的
“三美”建设作出贡献。

新闻集束
■鹿山街道

践行十九大 党代表在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萍 喻立英）日前，鹿山街道
党工委以“践行十九大，迎接新时代，共塑鹿山新形
象”为主题，组织开展第一次党代会党代表活动。
党代表们参观了汤家埠村小微水体整治情况、东
吴小学工程推进情况，随后以座谈会的形式开展学习
与交流。区党代表、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海军通报了街
道一年来工作成效，他表示，党工委、办事处当前及今
后干的一切工作是否到位，都将以老百姓的“幸福感”
“安全感”
“获得感”
“满意度”这四个指标来衡量。他希
望党代表通过“先学、先行、先动”，当好党的声音的“扬
声器”
“小喇叭”，把十九大精神灌输到每个党组织的神
经末梢，让每名党员把党的十九大精神浸在骨子里，融
在血液里。

■新登镇

人大代表视察拆迁安置房建设

比创意、比特色、比文明，齐动手美庭院
东洲街道环境生态、人居状态的大幅改善、
提升，离不开家家户户的努力。此前，东洲街道
环境大提升攻坚战专项行动提出了“168”行动的
要求，打造全区最美街道的口号。因此，街道向
全街道信教群众和家庭发出了“最美庭院”大比
武活动倡议，
家家户户比创意、比特色、比文明。
比创意。全街道信教群众和家庭积极整理
自家庭院，充分发挥各自的创意和灵感，别出心
裁地美化庭院。每家每户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有效地利用清理出来的缸、坛、瓦、罐等废旧物
品，实现旧物换新颜，盆景变风景。这样一来，既
保留了乡土风味，又融入现代气息，有助于实现
庭院面貌的提升。
比特色。全街道信教群众和家庭积极行动，
坚持做到环境卫生清洁美、摆放有序整齐美、庭
院设计协调美、种树栽花绿化美，努力打造“整齐
清洁、明亮舒畅”的庭院环境。同时，各户家庭还
结合本村文化，挖掘典型素材，把庭院美化与艺

术创作完美融合，使得庭院景色与乡村特色交相
辉映，
独具特色。
比文明。全街道信教群众和家庭积极参与
“最美行为”的大倡导，自觉摒弃不良习俗和不文
明行为，培养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和良好公共卫生
习惯。家家户户都开始树文明新风，传优良家
风，争创“夫妻和睦、尊老爱幼、科学教子、勤俭节
约、邻里互助”的最美家庭，为营造“温馨文明、和
美向善”
的人文环境作出不小的贡献。

以
“四化”
为标准，18 户信教家庭脱颖而出
在此之前，东洲街道向信教群众发出“最美
庭院”大比武倡议，倡议人人参与，户户打造“整
齐清洁、明亮舒畅”的庭院环境，并以“四化标准”
进行推荐、评议和审核。
据了解，要入围东洲街道“最美庭院”需符合
以下标准：环境卫生清洁美（洁化）。房前屋后扫
清爽，卫生死角要清除，家禽圈养文明化；摆放有
序整齐美（序化）。物品摆放要整齐，衣物晾晒规

范 化 ，生 活 杂 物 隐 蔽 藏 ；种 树 栽 花 绿 化 美（美
化）。无有碍观瞻构筑物，庭院四季栽树种草养
花、庭院绿化面积不少于庭院面积的 20%；心灵手
巧特色美（创新）。每家每户还要学会就地取材，
废物利用，因地制宜，变废为宝，环保美化。还需
体现文明内涵，
彰显家风特色。
根据以上标准，街道各教会点结合实际，对
信教群众的庭院进行评比排名后，由各教会点选

送 9 户信教家庭群众入围，再由街道评比工作人
员按照此评比标准进行新一轮的打分，根据分数
高低，评出一等奖 3 户，二等奖 6 户，三等奖 9 户。
东洲街道党工委不仅为 18 户获奖家庭颁发了“最
美家庭”的荣誉证书，还以盆栽为奖品，希望未来
“最美庭院”的四化标准能深植于人们心中，不断
成长、壮大，
为东洲街道的环境提升持久续航。

本报讯 （通讯员 江栗峰）11 月 8 日，新登镇人大
主席团组织开展拆迁安置房建设人大视察督查活动，
镇人大主席团全体成员，部分市、区、镇人大代表，新
登新区指挥部、新投集团、官山等村主要负责人参加。
人大代表一行实地视察了新堰阳光家园、
滨溪阳光
家园两个安置房建设现场，
听取有关拆迁安置房建设情
况介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新登新区指挥部、新
投集团汇报了拆迁安置房建设和分配的相关情况及下
一步计划，人大代表们就安置房区块周边环境、分配政
策等提出意见建议。
据悉，
新登镇建成和在建的安置小区有松溪阳光家
园 1-4 期、
松溪阳光家园 5 期、
新堰阳光家园和滨溪阳光
家园，
总计 135 幢，
4342 套。今年进行了两次分房，
回迁
76 户，
369 人，
去库存安置房面积 2.6568 万平方米。计划
11 月底前完成新堰阳光家园的安置房分配，12 月底前
完成滨溪阳光家园的安置房分配。

■永昌镇

为外地员工免费体检

本报讯 （通讯员 杜健南）日前，永昌镇总工会下
属企业的 100 名外地员工，来到永昌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进行免费体检。像这样的为外地员工体检活动，
永昌镇总工会已连续开展了 3 年。
永昌镇现有来自外杭州市域以外的员工（建立工会
企业的员工）586 人，
镇总工会根据外来员工企业工作生
活现状，
组织企业基层工会开展一系列关心关爱外地员
工活动。三年来，
镇总工会每年组织 100 名外地员工免
费体检、
免费春节包车返乡和为外地员工子女上学提供
服务。各企业工会在职工园地建设、
食堂宿舍条件改善
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使外地员工能安心工作，更好
地为永昌镇的发展和经济建设作贡献。

■常安镇

扎实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新闻链接：画好“同心圆”为建设“最美街道”添彩
作为富阳融杭的桥头堡、东大门，东洲街道
十分重视统战工作，以“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
心同行”为引领，以统战联合、凝聚力量为目标，
围绕区统战部开展的“凝心聚力共建新城”主题
年活动，创新载体，搭建平台，进一步凝心聚力、
真抓实干，为“三看四态促转型”
工作助力添彩。
健全统战网络，加强统战力量。健全街、村
两级统战工作网络，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增
强统战工作力量。根据统战工作“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工作要求，健全统战工作网络，成立街
道党工委书记为组长，街道党工委统战委员为副

组长，各村党委（支部）分管统战工作的委员为成
员的统战工作领导小组。
创建知联品牌，发挥知联优势。东洲知联分
会依托省农创客中心，通过对群众进行科技示
范，精准服务、技术帮销，构建“三美东洲”智慧农
旅地图等方式，积极为东洲葡萄品牌建设出谋划
策，为东洲的
“三美”
经济作出贡献。
依法宗教管理，推进管理规范化。常访常
谈，把准辖区宗教发展动向；常查常返，确保宗教
场所安全；上情下达，落实相关整改政策；加强学
习，提升宗教政策法规知识水平；围绕街道中心

工作，
传播社会正能量。
尊侨爱侨护侨，开展为侨服务活动。定期学
习侨联有关文件及会议精神；通过深入走访与回
访，更新与完善辖内涉侨企业、人员的基础信息；
创造机会，搭建平台，密切辖区内侨企的连心联
络；定期走访侨眷。
创新活动载体，搭建两岸交流平台。以《富
春山居图》为媒介，建设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以公
望文化、水墨富春为依托，开展对点结对工作；定
期进行走访台资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
现状并提供帮助。

■环山乡

开展地质灾害点整治竣工验收

本报讯 （通讯员 裘伟伟）11 月 10 日，环山乡对
环联村一处山体滑坡隐患治理工程进行竣工验收。
区国土局、乡城建办及施工、设计、监理等单位参加此
次会议。
验收小组一行先对整治点进行现场查看，
随后在乡
会议室进行竣工情况说明。会上，
施工、
设计、
监理单位
对该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实施情况进行汇报，
验收专家组
指出，沟渠伸缩缝仍需修补，要求施工单位及时整改到
位。区国土局矿管所领导在会上对此工程的验收情况
给予肯定，也对需整改的问题进行强调，要求务必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整改。

渌渚镇组建宣讲队

“小板凳”宣讲大道理
通讯员 林波
为了进一步加大理论进基层力度，坚持小载体
宣讲大道理理念，11 月 10 日上午，渌渚镇首支“小
板凳”宣讲队正式成立。
首批成员由 56 名镇级党代表和 6 名莲桥村巾
帼党支部党员组成，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党和
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以及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宣传
到最基层最广大群众当中。
成立大会上，62 名宣讲队成员都拿到了宣讲
“四件套”：十九大报告关键词学习卡、宣讲日记本、
印有本人照片的工作证和一支笔，让所有宣讲队员
带 着 政 策 资 料 下 村 、带 着 意 见 建 议 回 镇 。 全 镇
4585 户家庭划分为 56 个宣讲区块，由这些宣讲队
员进行点对点联系服务，
实现宣讲农户全面覆盖。
镇党委副书记李群锋向宣讲队成员提出“三个
知晓”的要求：一是要知晓成立宣讲队是宣讲十九
大精神的需要，也是党代表联系农户的需要；二是
要知晓宣讲的内容，宣讲十九大报告的主题、取得
的伟大成果以及与“三农”相关的内容条款；三是要
知晓怎么做，当好宣讲者、实践者、引领者，促进形
势政策入耳入脑入心，使各项政策在基层得到贯彻
落实。
据悉，62 名宣讲队员，绝大多数是村里土生土
长的村干部、老党员、老干部，通过进村入户，既讲
“普通话”又讲“地方话”，把宣讲理论政策与宣讲身
边人身边事结合起来，以拉家常的形式，深入农家
小院、健身休闲场所、村口田间地头等地开展宣讲，
突出短、平、快，让群众坐得住、听得进、乐于接受。

本报讯 （通讯员 何颖群）自开展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以来，常安镇各级党员干部、村民代表以
及广大农户自发行动起来，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工作。
大田、董家两个村组织人员，把集中整治村公共区
块与农户自觉清理房前屋后相结合，
循序渐进达到整体
环境的洁化序化目标。到目前为止，
共清理出建筑垃圾
50 多吨，
生活垃圾 300 多吨。

■洞桥镇

宣传十九大 曲艺走乡村

本报讯 （通讯员 倪鹿华）日前，一场由省文联主
办、省曲艺家协会和区文联共同承办、洞桥镇洞桥村
协办的“宣传十九大、曲艺走乡村”——“我心中的党”
专场演出，在洞桥镇洞桥村文化广场上举行。这也是
省文联和省曲艺家协会组织的“宣传十九大、曲艺走
乡村”活动的首场演出。
著名莲花落演唱艺术家翁仁康等一批知名演员，
为
当地观众献上了莲花落、滑稽双簧等节目，当地数十位
文艺爱好者也同台献演。经过 2 个多小时的演出，
现场
观众饱享了一次文化大餐，
同时也真切领悟了党的十九
大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战略、
新目标、
新举措。

统战部巡查葛溪水质

新闻链接: 开展系列活动 学习十九大 争当孝善先锋
为进一步提升渌渚镇党代表的自身素质、
履
职能力，
镇党委组织辖区内的56名党代表开展了
一系列
“学习十九大、
争当孝善先锋代表”
活动。
10 月 17 日，组织党代表参加“访孝星、弘孝
道”活动，
慰问辖区内的 16 名孝星代表。
10 月 30 日，组织党代表参加富阳区党员干

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授牌，参观周雄纪念
馆，
感受孝文化。
10 月 25 日-30 日，面向党代表开展十九大
报告心得体会征文活动，
收到心得体会 35 篇。
11 月 10 日，面向党代表开展“微心愿”认领
活动，
56 名党代表认领
“微心愿”
54 个。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富军）为进一步推进“五水共
治”工作，履行河长制职责，全面查找河道治理、保洁
中的短板，近日，区委统战部一行人到葛溪洞桥段开
展巡查活动。
巡查人员踏看了葛溪洞桥段水质，
并复查前一次暗
访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询问葛溪水质治理难点，听取
新登、胥口、洞桥、万市四镇对葛溪的治理情况介绍，肯
定了前期整治取得的明显成效。在随后的座谈会上，
各
民主党派结合现场踏看情况提出了意见建议。针对下
一步工作，
区委统战部建立了统一战线
“同心河”
工作制
度，
农工党富阳区基层委、
民建富阳区支部、
民盟富阳区
基层委、致公党富阳区支部分别结对参与，发挥统战团
体优势，
共同推动葛溪
“美丽河道”
的建设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