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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束建设“三美”富阳

整治环境扮靓新桐
人大代表率先垂范

■鹿山街道

践行十九大，共塑鹿山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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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辖区内区第一
次党代会党代表活动。

党代表首先以实地考察的形式，参观了汤家埠
村小微水体整治情况，汤家埠村在治水中以传统文
化引领，弘扬村民自觉参与治水的做法得到各位代
表点赞。同时考察了东吴小学工程推进情况。

随后，代表们在东吴社区以座谈会的形式进
行学习与交流。区党代表、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海
军结合《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与鹿山街道相关的几
个关键词，并围绕“美”、“干”、“变”三个字向党代
表们通报了街道一年来工作成效，表示党工委、办
事处当前及今后干的一切工作是否到位，都以老
百姓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满意度”
这四个指标来衡量。

刘海军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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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名党员真正
把党的十九大精神浸在骨子里，融在血液里。

小桐洲村妇联主席赵国群也是一名人大代表，
她辞去了高薪舒适的婴童店店长工作，全身心投入
到村庭院环境整治中。夏天，在这40摄氏度的高

温下，她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小弄堂里，和妇女
姐妹们一起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庭院中、弄
堂里处处能看见她忙碌的身影。连日的炙烤，皮肤
晒黑脱皮了，手上也起泡了。

村民起初的不理解，使她曾多次暗自落泪。年
迈的老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女儿出生至今，自
己连句重话都不曾说她，却受着这样的委曲，也是
不理解。“只要环境好了，我的付出总有一天会得到
大家的肯定的。”赵国群反过来安慰着老父亲。事
实确是如此，小桐洲村变得越来越美丽，以前不支
持、不配合的村民，纷纷加入到美丽庭院、整治乡村
环境的队伍中来，看到这情景，赵国群会心地笑了。

作为乡人大代表和“城乡啄木鸟”，每隔几天，
住在富阳城区的新桐人包建华，总要一早赶到新桐
村，骑上放在家里的电动三轮车，在新桐村全村范
围内开展环境卫生的巡查与监督。

今年 4 月，包建华和村里其他几名热心群众
一起，被聘为村义务环境监督员，也就是“城乡啄
木鸟”，主要配合新桐乡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负
责对村内环境卫生、房前屋后的乱堆乱放、水体污
染、庭院绿化等问题“找茬”，供相关部门及时整治
与解决。

包建华等人经过相关部门的培训“充电”后，立
即就投入到环境卫生的巡查中。他和同事一起，骑
着电动三轮车，来回穿梭在乡村的各个角落。中小
挖机等各类小广告，在他们的巡查下，全部被拍照
传至“新桐乡村啄木鸟”微信群。包建华数了下，整
整有上百个。第二天，新桐乡联系了专业的清洗公
司，对所反映的各类小广告进行全部清除。村里
20多处乱堆乱放的垃圾“问题虫”，经过包建华等
人的巡查，一个个也都被整治掉了。在包建华等人
的努力下，新桐乡的环境与人变得更加和谐了。

记者 王杰通讯员 俞程飞

今年，新桐乡紧紧围绕“三看四态促转型”，以

建设七个“最美”（最美公路、最美集镇、最美民宿、

最美庭院、最美村庄、最美田园、最美人文）为总抓

手，以创建省卫生乡为契机，持续加大环境综合整

治力度，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全域环境。

自开展城乡环境整治攻坚动员会以来，新桐乡域

内区、镇两级人大代表积极行动，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积

极助力环境整治工作，在党委政府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

中践行履职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把人大代表工作融入

到党委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中；发出人大代表的声音，

拿出人大代表的动作，展现人大代表的作为，按照区人

大的要求，积极开展“环境大提升，代表作表率”主题实

践活动，为提升新桐环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洞桥镇

小手拉大手，“五水共治”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周富军）11 月 24 日上午，

洞桥镇政府联合镇中心小学，在学校操场上开
展五水共治进校园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在活动启动仪式上，镇五水办组织学生发表
“治水认识”，了解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活动还
发放环保袋、宣传册、治水手机扣等，通过小手的
力量，以小手牵大手，宣称带动身边亲人、朋友一
起全民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来，营造一种治
水全民参与、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启动仪式后活动将持续进行，以“上好一堂治
水课”“做一件治水好事”等形式，深入开展“五水
共治”活动，自觉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家
做起，一起为全镇五水共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环山乡

圆满完成第八届残联换届选举
本报讯 （通讯员 金钟 章一栋）11 月 16

日，环山乡召开残疾人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
会，35 名乡残联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会上，乡
第七届残联主席徐晓峰作了题为《努力构建和
谐文明之乡 全面推进残疾人事业》的工作报
告，总结回顾乡残联过去五年的工作实绩，展
望今后五年工作目标。随后，会议选举产生了
新一届乡残联主席团委员，并推举产生乡残联
主席、副主席、理事长。

本次大会是全乡残疾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党的十九大提出“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疾
人康复服务”，为加快新一轮残疾人事业发展提供
了机遇。环山乡新一届残联班子将认真履职，带
领全乡残疾人继续发扬自强不息、身残志坚、顽强
拚搏的精神，为实现残疾人“平等、参与、共享”的
目标，积极努力。

■万市镇

开展流动人口大稽查
本报讯 （通讯员 郎红英）从 11 月 20 日开

始，万市镇计生办实施为期半个月的流动人口
稽查活动。活动第一站定在了众缘村的马军新
型墙体有限公司，其公司 90%的员工都是省外
流入人员。万市镇计生办联合万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一起给其公司 49 位外来务工人员提供
了测量血压的义诊服务、健康咨询以及计划生
育的宣教，还给大家准备了生活急救包和宣教
知识册。接下来，计生办将对各村各个企业单
位的外来务工人员陆续做全面的清查，进一步
掌握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完善基本资料，以帮
助流动人口工作更好的管理和实施。

逐个上门检查，分组交叉互查
人大代表率先垂范助力环境整治

新桐乡人大代表陆先生在杭州淘宝上班，难
得回家一次。但在新桐乡人大代表的环境整治督
查中，他家房前屋后的环境整治情况不容乐观。
乡人大要求其在一周内整改，陆先生特意从杭州
赶回家中进行环境整治。一周后，乡人大再次上
门检查，发现环境整治情况还是不达标，陆先生只
能继续进行整治，一直整治到达标为止。

据了解，自开展城乡环境整治攻坚动员会以
来，新桐乡域内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作
用，率先垂范，全力做好环境整治工作。从今年4
月起，乡人大对全乡38名人大代表的房前屋后逐
个上门检查庭院及环境整治情况。同时，人大代
表们又分成三个组进行交叉检查，

乡人大主席章小飞说，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
才完成了所有的检查。38名人大代表的庭院环境
均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为村民们起到了良好的榜
样作用。

不仅如此，人大代表们还积极实施“1+X”帮
扶模式，以一名人大代表帮扶多名村民的形式，带
动其他村民投入到环境整治中，在全村乃至全乡
营造起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乡人大代表俞建忠
家附近住着一老人，房屋较为破旧，老人一直不肯
配合做好庭院整治。俞建忠几乎每天碰到都要进
行劝说，最终做通了老人的思想工作。如今，老人
家门口完全变了样：泥地浇筑之后变花坛，还种满
了各种鲜花，居住环境提升了不少。

挖掘环境整治特色人才
人大代表提升环境“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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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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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了新投集团和镇政府有关拆迁安置房
建设情况的现场讲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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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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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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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代表们表示，安置房建造和分配工作是一
项民生工程，必须严抓安置房分配时间节点，严管
安置房质量，兑现政府承诺，回应广大拆迁户早日

回迁安置的呼声和需求，促进小城市培育建设。代
表们还就安置房区块周边环境、分配政策等提出了
意见建议。

镇党委书记许玉钧说，安置房建设是一项民心
工程，事关拆迁户利益，事关政府诚信和形象，事关
财政资金绩效，事关中心工作的推进。新登镇的安
置房建设规模大、体量大，要自加压力，必须高要求
兑现政府的承诺，高标准的交好房，高效能做好后
续服务工作。

东洲街道人大代表走访企业促发展
通讯员 凌鸿

11月22日下午，东洲街道组织辖区内的杭州
市人大代表、区人大代表，先后到杭州首创奥特莱
斯、大华智联、东箭等地视察。代表们表示，奥特莱
斯的进驻大大提升了东洲的城市形象。随后来到
大华智联，代表们为大华先进的技术所折服。在东
箭电商产业园，代表们就一家集家居建材类产品整
合、物流仓储、第三方服务为一体的互联网家装的

集成供应链服务商。
座谈会上，代表们认真听取了东洲街道重点工

作进展情况通报，对街道在产业发展、项目攻坚、美
丽理念、基层党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代表们纷纷发言，对人才引进，商业和教育等配套
设施建设，外来人口增多带来的环境卫生和社会治
理难题，集体安置留用地开发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

区人大对东洲街道人大代表开展的活动给予

充分肯定，并就如何进一步做好今后工作提出三点
要求：谋划好东洲的发展。代表们要多做调研，了
解民情，为东洲下一轮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乘
势而为，扬势而上东洲发挥好自身优势，做好一产
和三产有机结合的文章，发展好观光农业，吃在农
家，玩在田间，住在民宿，与江南、滨江差异发展；按
照杭州建设世界名城的要求，提升东洲的城市功能
和管理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永昌镇人大代表督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通讯员 陈雨苹

日前，区人大到永昌镇督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开展情况。督查组首先听取了永昌镇关于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项目建设情况、“党
建+”、“店长制”等开展情况，并重点了解了工作推
进中存在的问题：生活污水与道路建设等统筹推进

部门协调需进一步加强；小城镇集镇沿线长、背街
小巷面广、资金缺口大；省道穿集镇而过导致停车
管理难等。随后，他们实地督查了集镇主干道、背
街小巷的卫生情况和城镇秩序，并查看了农贸市
场、停车场、车站改建、竹之传承节点等在建工程的
建设进度。

区人大在肯定永昌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的中的努力和成绩的同时，强调永昌镇要立足集
镇功能的进一步完善，省道、城镇功能两者兼容考
虑；要加强与部门单位的协调对接，主动破解资金
短缺、统筹推进等难题；要注重载体建设，如门前三
包、评比亮相，积极引导集镇周边商住户的文明意
识，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新登镇人大代表视察拆迁安置房建设

人大代表包建华

■新登镇

民族结对帮扶送温暖
本报讯（通讯员 江栗峰）11 月 24 日，杭州

市民族团结促进会、杭州同心少数名族服务中
心、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街道新颜苑社区一行人
员来到新登镇双江村，开展“大爱新登、情暖双
江”民族结对帮扶活动，为双江村民送衣、送药、
送书，还上门慰问了三户少数民族困难户，给冬
日的双江村带来了浓浓的暖意。

一到双江村，他们领导就把100余套秋衣冬
衣，100余册新党章、十九大报道读本、有关农技知
识的书本及满满的一箱常用药品送到了双江村两
委班子手中。随后，一行人员逐户走访了双江村三
户少数民族困难户家庭，详细了解困难家庭致困原
因，鼓励他们积极面对生活、勇于战胜困难，并送上
了油米等生活物品和慰问金。

■常绿镇

环境卫生比武助力小城镇整治
本报讯（通讯员 徐立平）11 月 27 日，常绿

镇第四轮环境卫生大比武擂台赛拉开帷幕。常
绿镇党委班子成员、各村指导员、事业单位负责
人、八个行政村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了此次环
境卫生大比武。通过前几轮的环境卫生比武，
各村的环境卫生整治氛围逐渐浓厚，农户从开
始的“要我整”变成“我要整”，各个村都逐步有
了示范区块。

随着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持续推进，
整治重点从项目建设转变到背街小巷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因此，镇党委决定新一轮的环境卫生比武
重点在集镇中开展，以环境卫生比武助力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集镇在农户自行清理好房前屋
后的前提下，从“拆、整、清、点”四方面着手，对公共
区块进行整治，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小公园”、

“小花园”多点开花，亮点纷呈。

人大代表赵国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