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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七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昨日上午，区十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举行。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汤金华，副主任赵玉龙、祝
一君、孙柏平、郎卫国、陈鸿麟、华之江及
常委会委员共计26人参加会议。区政府
领导张霖、法检两院负责人列席。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区政府关于区十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情
况的报告。今年富阳两会期间共收到代
表建议204件，“关于加快城乡公交一体化
改革步伐的议案”和“关于加快城乡危旧
房整治改造和规范化管理，推进城乡环境
大提升，打造大都市新型城区的议案”被
列为大会议案，其他26件代表建议合并列

为5件重点建议。目前，除了大会议案外
的 178 件人大建议均已答复，答复率为
100%，在已收到的代表反馈意见中，满意
或基本满意率为100%。答复件中解决、部
分解决、列入解决的 A 类和 B 类合计 135
件，解决率为75.8%。会议认为，区政府对
代表建议案的办理工作高度重视，成果丰
硕，要进一步加强办理工作的主动性、自
觉性，切实提高议案办理办结率和办理质
量。

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年政府投资项
目计划调整的报告。本次计划调整涉及
项目 23 个。其中，新增新建的 12 个项目
主要是落实区第一次党代会提出的“三看

四态促转型”战略布局，用于服务保障
2022年杭州亚运会、城市有机更新、拥江
发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等重大决策和
重点项目服务配套。会议认为，调整方案
比较符合富阳当前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的
现实情况，建议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进一步
健全重大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机制，完善项
目库建设，强化项目审查，健全项目管理
和绩效评价机制，科学合理谋划好2018年
政府投资项目计划。

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
项。会后，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新任命人员
参加宪法宣誓仪式。

新闻附件

大会议案办理进展
大会1号议案《关于加快城乡公交

一体化改革步伐的议案》：今年，富阳已
成立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领导小组，市
公交集团和区交通集团以货币形式共同
出资组建新的公交一体化运营公司，并
已正式挂牌成立。目前，杭富公交一体
化工作基本完成，并推出了十大惠民类
服务举措，进一步优化融杭公交线路，改

善群众出行条件。
大会2号议案《关于加快城乡危旧房

整治改造和规范化管理，推进城乡环境大
提升，打造大都市新型城区的议案》：该议
案由13件代表建议合并而成。今年以来，
富阳先后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有序推进
城区有机更新工作，达夫路精品街、东吴
文化公园段精品江景正在施工，力争春节
前亮相；基本完成3770户D级危房的治理
改造，完成危害公共安全C级危房39户和

其他 C 级危房 1328 户的治理改造，力争
2018年3月前全面完成农村危旧房治理改
造。今年计划打通的5条“断头路”中，香
槟路和金平路已经进场施工，金苑路、文
教北路即将进入房屋拆除阶段，东兴路正
在进行政策处理。第一批7个任务乡镇计
划年内完成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共计122个，已经开工107个，完工11个；
第二批 16 个任务乡镇计划完成的 204 个
项目中，整治类项目已开工18个。

重点建议办理进展
1.关于要求加强农村自来水管网建

设，尽早解决农村安全用水“最后一公里”
的建议：截至目前，富阳已完成19个乡镇
（街道）231个行政村的“四线供水”工作，
新桐乡供水工程已经启动，今年还将实施
洞桥镇、龙门镇四线供水工程。

2.关于要求破解停车难、优化道路交
通组织，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建议：今
年计划新增停车泊位1000个以上。截至
目前，结合背街小巷整治、危旧房改造、交
通治堵等工作，已完成801个停车泊位建
设。

3.关于加快江南板块发展的建议：江
南新城按照“一年破题、三年变样、五年
基本转型、十年初具雏形、二十年基本建
成”的总体思路，规划编制、实施计划、政
策机制、农房拆迁、项目融资等各项工作
正有序推进。目前，春江街道华共区块
286户农户房屋正在拆除；春江街道杭千
区块以北、大源镇杭黄铁路站场综合体
区块、灵桥镇永丰村羊家埭整村搬迁已
经完成853户农户签约，计划于12月8日
完成腾空。

4.关于加快新一轮行政审批改革，完
善不动产审批等事项的建议：今年，富阳
启动不动产交易、税收、登记“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改革，通过物理组合、职能委
托、业务拓展等办法，形成了“一窗受理、
内部流转、联合办理、一窗发证”的综合受
理新模式，实现“一次取号、一窗受理、一
同办理、一窗领证、一卡交税、一扫缴费”。

5.关于推进农贸市场优化布点和提
升改造的建议：截至目前，全区共有6家农
贸市场创建成为省放心农贸市场，区市场
监管局牵头对全区商品交易市场名称登
记开展自查清理。秦望区块有机更新项
目实施过程中拆除了秦望菜市场，为方便
周围群众生活，区政府计划按照四星级市
场要求对原鹿山菜场进行提升改造，目前
项目已经进入招投标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
有关规定，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任命：
戴 钰 虎 同 志 为 杭 州 市 富 阳 区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法 制 内 务 司 法 委 员 会 副

主任委员。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

2017年11月28日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任命名单
（2017年11月28日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公告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任命名单
（2017年11月28日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017 年 11 月 28 日，杭州市富阳区第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
任命：

马嶙侃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审判员；

俞菲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审判员；

任艳晓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审判员；

骆苏群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审判员；
董月霞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审判员；
彭明月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审判员；
许珊珊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审判员；
黄赛琼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审判员；
章华海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审判员；
高春芳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审判员；
尹艳姣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审判员；
史燕芬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审判员。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

2017年11月28日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任命名单
（2017年11月28日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017 年 11 月 28 日，杭州市富阳区第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
任命：

黄稼嫦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员；
俞凯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员；
朱笛琴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员。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

2017年11月28日

区工会第十七次
代表大会昨闭幕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项
丽婷）区工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圆满
完成各项议程后，于昨日下午闭幕。
区领导徐林亮、仰中旻、华之江、杨
俊、方仁臻出席闭幕式。

此次大会回顾总结了全区工运
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研究部
署了今后五年富阳工会工作的主要
任务，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区总工会领
导班子。

会上，区委副书记徐林亮结合当
前形势，对全区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
职工提出三点希望：

武装工人思想。当前，新时代的
思想就是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
是用“六个深刻把握”来武装工人思
想，即深刻把握十九大的鲜明主题，
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和国家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
变革，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深刻把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
大目标和战略部署，深刻把握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

激发工人活力。火车跑得快，全
靠车头带。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是带领全区干部职工
的“火车头”，区总工会及全区各级工
会组织要进一步优化组织建设、提升
服务能力、认真履职担当，进一步激
发工人活力。

贡献工人力量。如何发挥好工
人阶级主力军作用，为富阳建设“富
裕阳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贡献工人
力量，是当前全区工会干部和群众职
工的一道考题。各级工会组织要在
爱岗敬业上贡献力量，要在“三看四
态”上贡献力量，要在使命担当上贡
献力量，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团结和
动员广大职工为建设大都市新型城
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灵桥工业企业拆除
工作动员大会召开
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晓露）昨日

下午，灵桥镇召开工业企业拆除工作
动员大会，区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全
体镇机关干部，灵桥村、永丰村、光明
村两委班子成员，动迁、评估等中介
机构工作人员，拆迁区块企业负责人
等15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明确了此次搬迁的范围与
期限，部署了搬迁工作，建立了搬迁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组、政策组、
维稳组、宣传组与动迁工作组等五个
小组，主要负责印发资料、讲解政策、
对外宣传以及搬迁企业调查、登记、
评估、签约、腾空、拆除等工作。

据介绍，灵桥镇工业企业拆除范
围为罗山区块内的所有工业企业，
2017年12月31日前（含）完成被拆除
工业企业的评估、测绘工作，2018年
1 月 30 日前（含）完成被拆除工业企
业的补偿协议签订工作。

会上，区江管委副主任陆兴隆作
工业企业拆除补偿政策解读与工作
部署。灵桥镇动迁组代表、灵桥村主

职干部、拆迁企业代表分别作表态发
言。围绕区委区政府“三看四态促转
型、城市发展向南看”的战略目标，下
一步灵桥镇干部与动迁组将统一思
想、齐心协力，严格按照整体规划与
实施方案，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在测绘、评估、签约等环节上坚持

“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业务精、工
作细、底子清，以良好的形象、务实的
作风、严明的纪律，推进企业拆除工
作。

灵桥镇党委书记何君明表示，企
业要脱胎换骨，主动迎接江南蝶变。
抓住江南转型的历史机遇，“腾出空
间，突出产业”，努力建设产城融合、
田园风光的美丽新区。要坚定信心，
全力以赴，坚决完成企业拆除工作。
在此过程中，企业会遇到发展困境，
但要利用好灵桥发展的机遇，打造高
新智能制造产业平台，形成产业连片
发展的格局，为灵桥再创辉煌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紫云山庄欲破“困局”》后续报道

今日下午2时开始现场唱票

本报讯（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郑
燕群）11月25日16时整，银湖街道紫
云山庄新一届业委会选举投票截止，
如意社区工作人员拿出封条，在志愿
者、多名业委会筹备工作小组成员的
监督下，为选票箱贴上封条。强美
琴、杨觉雄、邵爱平、王正荣等筹备组
成员，确认后在封条上签字（如图）

至此，历时半个月的业委会选举
投票结束。根据安排，今日下午2时
开始，在紫云山庄大门口二楼文体活
动室，富阳区公证处将进行现场唱
票。

紫云山庄是上世纪90年代的楼
盘，别墅、排屋、公寓等各种户型一应
俱全，能够满足多种人群的需求。但
因开发过早，房屋质量很难保证。更
要命的是，紫云山庄无预存物业专项
维修基金，这意味着一旦出现房屋漏
水、房屋外立面脱落、道路破损、公共
设施老化、地下管网老损、配套设施
落后等情况，将没有任何维修经费可
用。久而久之，部分房屋成了危房，
公共设施破烂不堪，路面、围墙、路
灯、地下管网等破损严重。

此外，由于房屋质量、前期管理
缺失等原因，紫云山庄内擅自加层、
搭建板房、侵占公共绿地等现象由来
已久，居民跟风乱搭乱建的情况较为
严重。

2011 年 9 月，山庄业委会到期。
随后，因物业费无法正常收缴，中正
物业公司宣布撤出。2012年，组织了
两次业委会选举，均以失败告终。管
理缺失、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治安案
件频发……紫云山庄“困局”由此形
成。为此，银湖街道、如意社区等做
了大量工作，维持着紫云山庄的正常
运转，积极筹备业委会选举工作。

今年 11 月 10 日，业委会选举投
票开始，由如意社区社工、业委会筹
备组、山庄志愿者组成的选举工作小
组，负责选票的发放和登记工作。由
于入住率低、人口流动性大、人员层
级结构复杂，选票发放工作难度大、
周期长，工作人员只能挨家挨户递送
选票，增加投票率。

所有人都期盼着紫云山庄能顺
利选举出新一届业委会，这将为破解
山庄“困局”带来一丝曙光。

来看看谁的砌筑技术更胜一筹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 通讯员 孙鹏）昨

日，区住建局组织开展富阳区第二届村镇建
筑工匠砌筑工技术大比武活动，来自 24 个
乡镇（街道）的72名建筑工匠参加比武。

比武分两个阶段进行。上午，在区住建
局进行理论考试，主要考核工匠对一系列行
业管理办法和操作理论的掌握情况；下午，
在位于东洲街道的比武现场开展砌筑实际
操作技能比赛（如图）。经过近4个小时的
理论考试和现场比武，专家根据综合评分排
名，最终决出团体前八名，分别是里山镇、渔
山乡、胥口镇、渌渚镇、春江街道、灵桥镇、场
口镇和春建乡。同时，朱根海等3名工匠获
得个人一等奖，刘富荣等5名工匠获得个人
二等奖，范阳春等 8 名工匠获得个人三等
奖。

区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比武旨
在提高村镇建筑工匠的技术水平，保障农民
住房质量，为富阳新农村建设打牢基础；推
广新型墙体材料，倡导绿色建筑。“我们也希
望通过搭建这个展示村镇工匠才能的舞台，

选拔一批爱岗敬业、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
才，为富阳建筑工匠走出去提供机会，力争
在省、市乃至更高的比赛平台上为富阳摘金
夺银。”该负责人。

今年以来，区住建局全力做好村镇建筑

工匠的日常管理和培训工作，累计举办村镇
建筑工匠培训班28 期。同时，对全区1800
多名有证农村建筑工匠进行了年审，并组织
各乡镇（街道）对在建农房施工工地进行了
多轮施工大检查。

紫云山庄业委会能顺利产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