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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束

建设“三美”富阳

■鹿山街道

部署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喻立英）日前，鹿
山街道召开安全事故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专题会议，动员部署新一轮安全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此次行动为企业安全排查、出租房排
查等。企业安全隐患排查，街道将严格按
隐患清单、交办制、台账制、销号制、通报
制“一单四制”要求落实整改，确保对发现
的安全隐患整治整改率达到100%。出租
房排查按照“村不漏户、户不漏房、房不漏
间”的原则，对6层以上的租户进行清理，
一个房间超过2人、一幢房超过10人的进
行分流。街道相关领导要求本次行动做
到用“显微镜”排查隐患，用“放大镜”清理
隐患，以“零容忍”整治隐患，确保岁末年
初安全防控工作取得实效。

万名党团员志愿服务队走进胥口镇

志愿服务进村入户

上下同欲，党员带头，全力支持

新桐乡决战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记者 王杰通讯员 俞程飞

日前，新桐乡党委书记钟怡媛，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王昱杰带领党员干部，一起搬运新桐村（包家淇）乱堆乱

放的物件。王昱杰率先垂范，独自一人扛着两三米长的

横梁木，不畏辛苦。

11月中下旬，新桐乡召开新桐村（包家淇）环境综合

整治攻坚动员大会。乡、村两级部分党员干部在包家淇

范围内，集中开展为期一个多月的环境整治，在12月30

日前全面完成包家淇自然村区块的环境整治任务，以确

保通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验收，切实解决包家淇

自然村环境卫生问题，优化人居环境。

在新桐村（包家淇）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动员会上，党员、村民、乡人大等
代表分别签订了承诺书，承诺以身作
则，做好自家违章的清理，房前屋后的
整治，配合做好联系户及亲朋好友家的
整治任务。并积极动员乡村两级党员
加入义务整治组，确定每周三为乡机关
第一支部集中下村整治帮扶日，每周五
为乡机关第二支部集中下村整治日。

从11月20日起至12月30日，新桐
乡持续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党员

在行动”活动，以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在环境生态转型升级战中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争当

“最美先锋”，争创“最美集镇”，深化落
实党员联系农户制度，全域动员，户户
参与，决战新桐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争做“最美先锋”。新桐村广大党员
干部、人大代表、村民代表带头整治示
范，整治房前屋后乱堆乱放、乱扔乱排、
乱占乱养、乱开乱停、乱拉乱接，全力配
合实施环境改造，美化庭院。

争做“最美使者”，把党员联系农户
制度落到实处，做好联系片区群众和亲
朋好友的组织动员工作，发动群众大力
开展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整治。组织全乡
党员广泛开展环境整治、宣传引导、文明
劝导等志愿服务，共创新桐文明新风。

争创“最美业绩”。按照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作战区域划分和党员联系农户
分组，三个片区建立临时党支部，开展支
部与支部之间，支部内党员与党员之间
的环境整治比武竞赛活动，设立整治进

展情况通报公示栏，亮乱揭丑，比洁比
美，形成区区竞赛、组组较劲的浓厚氛
围，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创建热情，成为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中坚推动力量。

集中整治结束后，乡党委还将开展
“最美先锋”等评比，表彰在整治活动中
表现突出的党员干部；对因主观原因整
治不力的党员干部，由乡组织办、纪委
进行告诫谈话。仍不整改的，年底“戴
帽”评议为不合格，组织关系迁至乡党
员服务中心进行集中教育整转。

作战图上墙，分成三个区块齐头并进
为加强环境整治、完善配套设施、

提升公共绿化、保持水体清洁、强化市
场秩序，新桐乡成立以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王昱杰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
乡、村班子成员分片包干，靠前指挥，
确保人员到岗，工作到位，责任到人。

据了解，在11月中下旬，新桐以网
格为单位做过一个全面的摸底调查，
范围包括每户农户房前屋后清洁程
度、违章建筑情况、彩钢棚情况等，重

点部位、重点地段均做好登记，特别是
“三改一拆”拆出的空地、村庄垃圾房
周边和道路两侧、乱堆乱放集中区域
及农户抛扔垃圾多的地段，全部拍好
照片，存样留档，由领导小组汇总分析
后编印成册，将各个需要整治的点任
务发放到各组、片责任人，做成作战任
务图，在新桐村委会议室公示。

各组、片责任人按任务清单按时
间节点积极做好群众工作。乡干部负

责日常检查、施工绩效监督；村干部负
责与农户进行政策处理、与施工方对
接任务，确定施工方案；网格员负责农
户的协调等。环境整治划分为三个区
块，成立三个工作推进组，及时清理农
户家的乱堆乱放、违章拆除等情况，跟
进清理出来的区块硬化、绿化等工作。

各个工作组每日还对负责区域进
行监督检查，检查情况于每晚6点召开
的“夜总会”进行汇总通报。对整治积

极、效果明显的党代表给予在任务栏
进行公示、先锋分加分等奖励；对因主
观原因整治不力，且经整治领导小组
督促后仍无动于衷的，在任务栏曝光
并交乡组织办、纪委谈话处理；对工作
中不担当、不作为、不落实的乡、村干
部，一并交由乡纪委处理。

党员在行动，争做环境整治“最美先锋”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进村
口的这条主干道成了新崤村村民们心
中的一个“疙瘩”。胥口镇联合市城投
集团，克服了冬季气候寒冷、施工条件
不足、资源调配紧张等困难，全力保障
人、机、料等投入，集中力量、一鼓作气，
仅用短短一天时间，就完成了新崤村口
（困难村）一条长260米、宽8米的主要
村道的维修和沥青铺设。村道整修后，

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和生产
生活环境。

在“百千万”活动中，市城投集团
下属13家党委级企业与胥口镇13个行
政村开展结对共建，双方以基层党建活
动为依托，积极开展各类党建特色活
动，分批开展一对一扶贫帮困结对。

下练村村民煤气灶台普遍较为年
久，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且水表年久失

修，胥口镇联合市城投集团为540户村
民提供燃气灶具检查、水表检测更换等
上门服务项目，真正将爱心送到百姓心
坎里。“爱心灶”温暖入户服务以“导师
带徒”师徒齐上阵的特殊形式开展；“爱
心水表”入户安装的师傅们，为540户村
民们提供管道维修、水表安装等服务，
让居民用水更放心，真正实现“一户一
表”，切实解决了下练村在规范供用水

上的一块“心头病”。
“社情民意在一线了解、发展思路

在一线形成、发展难题在一线破解、惠
民实事在一线兴办、组织建设水平在一
线提升、干部作风在一线锤炼”，“菜单
式”志愿服务进一步拉近了广大党员干
部与乡镇村民群众的距离，在锤炼干部
作风、提升工作能力上获得了新突破。

通讯员 邱栋记者 王杰 王雨鸣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确保“百千万”活动取得

实效，12月1日，市城投集团联合胥口镇开展“菜单式”志愿

服务，为胥口村民解决“痛点”需求，掀起了为民服务的热

潮。“城投万名党团员志愿服务队要为胥口镇提供更多接地

气的、健康的、让百姓有实实在在获得感的志愿服务。”市城

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国明说。

在对胥口镇13个行政村5424户村民走访、调研、摸

底，倾听村民意见与需求的基础上，市城投集团和胥口镇党

委政府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内容，在广场大型服务

的基础上新增道路修缮进村、爱心灶表入户等与村民“零距

离”的上门服务，广场服务的内容也新增了自行车修理、绿

色集市、书法送祝福等更接地气的项目，切实把温暖送到有

需要的群众身边。

志愿服务1000余人次，为12月生日的老人过集体生日
12月1日一早，志愿者们便在胥口

镇政府广场搭建了中医义诊、身高体重
血压测量、绿色集市、书法送字、自行车
维修等23个志愿服务摊位。由方回春
堂、张同泰、卫计委、省中医院的10名中
医带来的义诊深受村民欢迎，就诊群众
络绎不绝；全国道德模范、杭州公交集
团司机孔胜东也带领他的团队来到现
场，解决百姓无处修车的难题；杭州银
行的金融专家们应邀为百姓提供防金

融诈骗咨询服务，为百姓答疑解惑；手
机贴膜现场热闹非凡，村民们甚至自发
根据不同的手机型号排起不同的队伍，
以便志愿者们开展服务……胥口镇综
合文化站还组织了梅花锣鼓和腰鼓表
演，为志愿活动增添了喜庆气氛。

据统计，广场志愿活动共服务1000
余人次，发放各类小礼品1000余份。

胥口镇敬老院的50多位老人们也
享受着属于他们的幸福时光。据悉，

胥口镇 60 岁以上老人的比例高达
24.3%。当天，党团员志愿服务分队一
行30余人来到胥口镇敬老院，陪老人
们聊天、剪纸、做游戏，给老人们打扫
卫生，为老人们拍摄并打印照片，留下
共同的美好回忆。

当天，志愿者们还准备了生日蛋
糕，为12月生日的6位老人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集体生日会，市城投集团党
委副书记范川、胥口镇党委书记周延

军，党委副书记、镇长颜炎为老人们送
上蛋糕和祝福，让老人们在初冬感受到
了别样的暖意。

为方便老人们的衣物晾晒，市城
投集团和胥口镇还为养老院搭建了

“爱心遮雨棚”，夏天遮风避雨，冬天变
身“温馨小屋”供老人们休憩聊天。此
次活动不仅完成了老人们多年的“微
心愿”，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休息交流
的好去处。

整修“疙瘩路”，安装“爱心灶”和水表，温暖便民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万市镇

残联第八次代表大会落幕
本报讯（通讯员 盛亚丹）日前，万市

镇残疾人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来
自全镇各行各业的39名残疾人代表和23
名列席代表参加会议。

大会审议通过万市镇残联第七届主席
团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八届主席团成员
和出席区残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万市
镇镇长俞小康在会上指出，广大残疾人代
表要从加强领导、保障到位、发挥桥梁纽
带、突出残疾人地位四个方面出发，秉承

“人道、廉洁、服务、奉献”的精神，无私奉献、
博爱善举，以满腔热忱为残疾人发声，为残
疾人服务。

■环山乡

召开青年学习分享会
本报讯（通讯员 孙惠红）日前，环山

乡 团 委 召 开“ 学 习 十 九 大 喜 迎 团 代
会”环山乡青年学习分享会，乡团委班子
成员、行政村团支部书记参加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再次对十九大报告进
行学习，大家认真做好笔记，并结合党的
十九大精神说体会、谈感悟。同时，大家
还围绕如何将青春的汗水如数洒在这片
热土上，如何将青春的力量堆砌在筑起中
国梦的阶梯上开展讨论和交流。

本次学习分享会，是环山乡团委为迎
接区第二十一次团代会召开的一项活动，
下一阶段，还将在全乡范围内开展系列学
习、志愿服务活动。

■渌渚镇

全力冲刺年终目标
本报讯（通讯员 何玲秀）12月1日上

午，渌渚镇举行“三美”新农村建设大会暨
2017年重点工作督查推进会。

会上，镇长夏钟明就当前考核、精品
线路后续工作、道路扬尘整治、“三拆”行
动、环境卫生等重点工作进行布置。镇党
委书记洪金元对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一
是希望全体干部能通过个人努力来做好
每项工作，确保全镇年终目标得以实现；
二是希望全体干部能加强自身学习，不断
提升个人能力；三是对镇干部进行“四色”
管理，并通过定期通报，提升工作质量，年
终根据“四色管理”结果对镇干部进行考
核评价；四是要深入研究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环境美化、乡村文化复兴、乡村治理
改进、乡村短板补齐等五大课题，将辖区
内资源进行充分整合，着力做好美丽经济
的蓬勃发展，实现渌渚振兴。

■常安镇

台湾南投三兴里参访团
前来考察交流

本报讯（通讯员 何颖群）近日，台湾
南投三兴里参访团一行到常安镇考察交
流。

南投是高山县，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当
地的民俗风情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人
文景观。常安镇横槎村素有“仙鹤栖息地，
山水太极村”的美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底蕴。今年8月，三
兴里与横槎村友好结对，成为姐妹村。

当天，参访团一行参观了横槎村的村
容村貌，听取村庄历史变迁介绍，了解何氏
宗祠文化。随后，参访团来到常安镇沧洲
村，参观了沧洲村乡愁馆、文化长廊、看书
吧等文化礼堂的特色展厅，听取沧洲村文
化员对文化礼堂日常工作、当地农村特色
文化的介绍。参访团表示，今后要加强联
系，增进往来，两岸携手并进，共同推动两
地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


