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新时代 新征程

区市场监管局

日前，区市场监管局对全局干部职工
开展了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并对学
习、宣传、贯彻进行动员部署。

下一步，该局将积极落实学习贯彻方
案，将十九大精神学习和年关工作有机结
合，通过学习促进工作，真正做到相互促
进、两手抓两手硬。真正做到融会贯通，做
到百听不厌、百读不倦、百讲不累。

该局党委还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征文比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知识竞赛、“听党话，颂党
恩，跟党走”演讲比赛、“牢记使命”摄影比
赛等活动，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使党的十
九大精神深入人心。

日前，区住建局召开会议，深入学习、
宣传和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确保更好地
把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的住房关切落实到
具体工作任务中。

该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全面完成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城市有机更新、城市治理、“三改一
拆”、“五水共治”、“最多跑一次”改革、保
障性安居工程、城乡危旧房治理等任务，
加快把富阳建设成为大都市新型城区，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用实干业
绩推动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区住建局

日前，区水利水电局召开专题宣讲会，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求全局干部
不忘初心、立足岗位、继续奋斗。

会议强调，迅速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
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把学习贯彻同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用工作成果来检验学习成效。

会议要求，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
科学谋划明年水利工作预期目标、任务重
点，早研究、早谋划、早行动。扎实做好防
汛防台抗旱、重点工程建设、河长制工作、
标准化管理等工作，以实际行动为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开好头、起好步。

区水利水电局

记者 朱啸尘徐丽亚
通讯员 戴子洋 汪明 冯雅琴

综巡在线

下午 3 时，队员在富春街道横桐
线上巡查，发现前方一辆车牌为皖
F32825的重型自卸货车，车辆后栏板
处有污水滴落，所经之处留下黄泥水
渍，污染了经过的道路。队员快速追

赶，在横桐线与 305 省道交叉口处拦
停车辆，对车辆进行检查。

经初步查明，该重型自卸货车属
于当事人周某所有。车辆从横山下永
火轧石场装载石子运输至鹳山混凝土

搅拌厂。因新制的石子经水洗含水率
较高，而该车辆装载石子后未待石子
沥干直接运输，导致运输时污水从车
辆后栏板滴落。执法队员对涉案车辆
予以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并按照车辆

抛洒滴漏污染道路进行处罚。
以上三起事件，区综巡办已按照

主管部门分别交办区供电局、城建集
团、国土分局督促整改。

重型自卸货车，“滴滴答答”上路

“一巡多功能”周末不停歇

连查3起路面污染案件，牵出3个污染点
其中两起涉及市政工程，城管将严厉查处

记者 何芳芳通讯员 富巡 夏丰何祯裕 汪飞

11月18日是周六，大多数人都在休息的时候，区“一巡多功能”

综巡办并未歇息，巡查队员依然在路上，紧盯各条道路环境不放松。

这一天，他们先后发现了3处路面污染，情况都较为严重，其中两

起涉及市政工程。当执法人员询问施工方时，对方说：“政府工程是

为民服务，工期要紧，应该开个绿灯。”执法人员严正告知，任何污染

环境的行为都要予以遏制，政府工程更要以身作则。

上午10时，队员再一次来到鹿山
街道横大线巡查。这条路因来往工程
车较多，是道路污染的“老大难”，需要
经常盯着，而这次在南山村路段又发
现了一个新的污染点。

这是一个出路口路面严重污染的
工地。进出口没有硬化，用简易钢板
铺了一下，路口用裸露土，杂乱地堆着
几块木板，旁边还醒目地设置着一块
标注“电力施工，请绕行”的警示护栏。

经查，这里正在进行电力施工。
当天由于下雨，工地泥泞，车辆进出工
地未及时清洗，致使路面污染。

执法队员立即要求施工方进行整
改，对污染路面进行清洗，并通知城管

局城南中队到现场处置。目前，城南
中队对该工地涉嫌损害城市道路进行
立案查处，将依法按照《城市道路管理
条例》第四十二条，责令限期改正，处2
万元以下罚款。

电力施工，出路口路面被污染

道路雨污水管道修复工程，不规范施工

下午 2 时，队员巡查到鹿山街道
依江路与江波街交叉口，发现路口至
场口中学路段污染严重，追寻污染痕
迹直至一处施工场地，现场已有城管
执法队员在检查，双方协同调查。

只见路中央被“开膛破肚”，挖掘
机正在对道路进行开挖，产生的工程

渣土正在外运，现场泥泞。
经初步查明，这是江城路改造及

依江路雨污水管道修复工程工地，施
工单位为杭州全达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该工地未办理渣土处置手续，当事
人承认该路段的路面污染是工地内驶
出的工程车所致，觉得道路施工不同

于房产项目，冲洗保洁措施不用很完
善，由水管冲就可以。

执法队员要求施工方立即停止渣
土外运，对污染路面进行清洗，并要求
其按照工地标准化进行整改，同时对
涉案渣土车进行了暂扣。

目前，城管城南中队对杭州全达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涉嫌未办理处置手
续处置工程渣土及损害城市道路进行
立案查处，对渣土运输单位涉嫌无准
运证运输工程渣土进行立案查处。

执法人员介绍，像这样一起事件
涉及3个违法行为，也是不多见的。

施工造成的路面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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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昨日上午，
区委副书记、区长吴玉凤赴黄公望金融
小镇调研。她强调，要深化核心区快规
划设计，加快项目推进，加强基金招引，
全力推进金融小镇建设工作。区领导
张霖、杨俊参加调研。

吴玉凤一行实地踏看了黄公望金
融小镇核心区块。随后，召开座谈会，
听取了南方设计院、黄公望金融小镇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东洲街道
办事处关于黄公望金融小镇核心区块
规划设计方案及华墅村改造提升方案、
金融小镇建设推进情况和核心区块征
地拆迁情况的汇报。

截至 10 月底，黄公望金融小镇已
注册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698家，注册
规模达到 4108 亿元，提前完成年初制
定的 4000 亿元目标，完成税收 2.43 亿
元。

吴玉凤说，黄公望金融小镇地理位
置优越，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是城市之
中的隐居地，森林公园中的创富地。近
年来，在东洲街道和黄公望金融小镇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共同努力下，
整体环境面貌不断改善，基金注册规模
不断扩大，省市知名度显著提升。下一
步，要全面融入“大湾区”，接轨钱塘江
金融港湾和拥江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资

源和地理优势，提升发展站位，加快推
进速度，改善小镇形象，放大小镇效应，
推动整个板块的建设发展。

吴玉凤指出，要深化核心区快规划
设计。小镇入口是游客进入小镇的第
一印象，要完善设计，深入考虑入口的
通达性、安全性以及开放性，充分保障
核心区块的建设。要完善村庄改造方
案，将环境连片整治开发与美丽乡村建
设、村民增收、公共配套完善等相结合，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发挥村民的主体作
用，大力推进村庄整治改造，推动小镇
与小村的融合；要彰显黄公望地域文化
特色，坚持大景区建设发展思路，把生

态、生产、生活兼顾好。
吴玉凤强调，金融小镇建设对富阳

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围绕小
镇整体发展，要加大基金招引力度，做
到量质并举；要积极提供优质服务，坚
持全程代办；要全力推进核心配套建
设，优化营商环境；要积极参与省市分
工，提升小镇产业综合竞争力；要增强
政策支持力度，提高政策兑现效率。此
外，还要加快项目推进，涉及各项目前
期工作和要素保障的单位要齐心合力、
心往一处想，按照时间节点快速推进办
公集聚区、坡地小镇、研修院等建设。

吴玉凤赴黄公望金融小镇调研时强调

深化规划设计 加快项目推进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昨日上午，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勤华一行来富
开展调研，听取富阳对市人大常委会今
年工作开展情况的评价和对明年工作
的意见建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汤金
华作汇报，副主任祝一君、孙柏平、陈鸿
麟、华之江参加会议。部分在富的杭州
市人大代表受邀参加活动。

富阳区人大常委会认为，市十三届
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全面
贯彻中央决策，认真落实省委市委部署，

全面履行人大法定职责，以一流的工作
业绩实现了新一届人大常委会工作的良
好开局。今年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在服
务中心工作上积极有为，在依法履行职
责上扎实有效，在促进上下联动上指导
有方，在激励代表履职上举措有力，在强
化自身建设上主动有进。围绕剿灭劣V
类水、“最多跑一次”改革等中心工作开
展专项监督，在全市全面推行政府民生
实事代表票决制、推动智慧人大建设、指
导区县（市）人大工作开展等各项工作中

积极展现人大作为，全年工作成效显著。
对市人大常委会 2018 年工作安

排，富阳建议在市级层面明确和规范人
大专门委员会相关工作机制，在强化人
大代表履职保障方面制定更多举措，指
导全市建立统一的代表履职经费保障
新标准，更好地激励代表执行职务。在
执法监督方面，富阳建议就有关法律法
规实施情况开展联动执法检查，选择部
分与群众生活密切、百姓高度关注的法
律法规开展联动执法，为两级人大监督

法律实施营造更好的工作氛围。此外，
富阳还建议在市级层面建立咨询专家
库，推动全市两级人大在财政、经济、农
业、法治等方面更好地履行职能。

调研组表示，富阳对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的评价既中肯又充满了鼓励。2018
年市人大常委会将聚焦中心工作，进一
步增强立法监督力度，依法监督履职，积
极关注民生问题，将富阳建议吸纳到具
体工作安排中，加强市区两级人大联系
互动，共同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来富调研

聚焦中心工作 加强联系互动 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晓露）昨日下午，区政
协社保法纪组视察同心公益。区政协副主席方
仁臻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区政协社保法纪组成员收看同
心公益品牌项目宣传片，听取同心公益工作汇
报，探讨富阳公益组织建设与管理现状，以及存
在的问题。

方仁臻充分肯定同心公益的工作成效，认
为工作定位精准，队伍管理规范，社会效应显
著。她指出，互联网模式下的社会治理更注重
政府部门、社会公益组织、群团组织等多元主体
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今后
公益组织的作用将会日趋扩大。她强调，要选
拔号召能力强、干事热情高、奉献精神足的公益
组织带头人，始终不忘做公益的初心，一如既往
将公益事业做大做强。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公益
组织的支持与规范管理工作，帮助更多社会上
的弱势群体，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添砖加瓦。

区政协视察同心公益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通讯员 金一鸣）昨
日，嘉兴市旅行社协会来富考察暨富阳旅游推
广活动举行，副区长裘富水参加活动。

裘富水说，作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级运动休
闲示范区，富阳有着永安山滑翔伞、桐洲岛皮划
艇等一系列品牌赛事，运动休闲产业已名声在
外。富阳将做深做透富春江文章，以富春江为
轴线，努力打造“百里富春山居图”“五十里春江
花月夜”。不久后，一幅“一江带城、南北呼应，
山水相依、产城融合，现代气派、田园风光”的新

《富春山居图》将徐徐展开。
本次推介会重点推介了富阳冬、春季旅游

资源、线路和相关优惠政策。相关旅游代表还
进行了业务交流与洽谈。嘉兴旅行社协会将在
这两天前往龙门古镇、富春桃源、黄公望隐居
地、通天飞瀑和东梓关等景点、乡村旅游点进行
现场考察。

嘉兴旅协来富考察

“决战两个月、冲刺全年红”

工业、商贸线召开行动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昨日下午，

区政府召开工业、商贸线“决战两个月、
冲刺全年红”行动推进会暨安全生产工
作例会，要求全区工业、商贸线各部门
和各乡镇（街道）对照目标、全面动员，
强化举措、合力攻坚，奋战两个月、争先
向前进。副区长裘富水参加会议。

会上，区经信、商务、科技、环保、市
场监管等部门对照冲刺任务，部署下阶
段工作；与会人员观看安全生产暗访视
频，区安委办通报安全生产总体形势，
部署年前主要工作。

就如何做好下阶段工作，裘富水强
调，全区工业、商贸线各部门和各乡镇

（街道）要强化责任抓落实，全区“决战
两个月、冲刺全年红”攻坚行动动员大
会后，各级各部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
动上迅速落实，但对照今年杭州市下达
的指标任务仍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
认真梳理分析，确保迎头赶上；要紧盯
目标抓进度，明确发展指标和重点任

务，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要
立足长远抓谋划，紧紧围绕“十三五”规
划和“三看四态促转型”，着眼长远，针
对今年的工作短板，统筹谋划好 2018
年工业、商贸工作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